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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法務部統計，近十幾年來幾乎每年都有貪瀆或經濟要犯在判決確定前後

潛逃國外，著名案件包括：前立委羅福助、已故的力霸集團王又曾、前高雄地檢

署檢察官井天博、前台南縣議會議長吳健保等人，累積刑度超過二百年、累積涉

案金額超過二千億元，已嚴重影響人民對司法的信賴。由此可鑑，我國刑事訴訟

程序就防逃程效乙情顯有法制暨實務操作上之疏漏。我國近幾年刑事訴訟法制改

革針對羈押被告程序利益、羈押程序發動多有著墨及修法重視。然而，當牽涉到

防止被告逃亡而加強羈押效力乙節時，卻往往招致侵害人權的非難，致使倡議者

受到背離人權價值之非議，實務及學界更是對此聞之色變。然羈押處分為刑事程

序中就程序目的達成最有效、但就被告人權斲傷程度最為嚴厲之處分，惟為求刑

事目的實現，各國迄今仍未見有法治國家得以捨棄，是本文所認，既無法割捨，

則即應在法治國家的界線之下，合理且有效的運用羈押處分。 

    首要者，在於釐清無罪推定原則之核心價值，在我國加強羈押處分效力時所

將面臨第一關卡，即為與無罪推定原則之背離。本文所欲澄清者，便屬在改良式

當事人進行主義下，合理的解釋並限縮無罪推定原則；意圖讓無罪推定原則具體、

殷實而可操作。其二，參考外國法制，再不背離無罪推訂前提下，修法增訂於保

全羈押制度，即在被告遭受有罪判決時，由法官依法裁量羈押，並與判決主文中

為理由說明。末者，對於現行我國羈押程序之發動及救濟程序，簡單指出規範缺

失並試提修法建議。希冀我國立法者未來得以正視防止被告逃亡之問題，並賦予

無罪推定原則合乎我國法制的解讀。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i 
 

簡目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題目提出與說明 ............................................................................................................................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 3 

第二章 羈押處分的憲法界線 ........................................................................................................................... 5 

第一節 無罪推定 ........................................................................................................................................................... 6 

第一項 前言 .................................................................................................................................................................. 6 

第二項 無罪推定原則發軔 ............................................................................................................................ 8 

第三項 國際法制演進 ...................................................................................................................................... 11 

第四項 歷史角度的再觀察 ......................................................................................................................... 16 

第五項 我國法制 .................................................................................................................................................. 25 

第六項 無罪推定與羈押處分 ................................................................................................................... 50 

第二節 法律保留原則 ............................................................................................................................................ 51 

第一項 前言 ............................................................................................................................................................... 51 

第二項 法律保留之沿革 ............................................................................................................................... 52 

第三項 層級化法律保留 ............................................................................................................................... 52 

第四項 刑事程序與法律保留 ................................................................................................................... 53 

第三節 比例原則 ........................................................................................................................................................ 54 

第一項 概念 ............................................................................................................................................................... 55 

第二項 比例原則與刑事程序強制處分 .......................................................................................... 57 

第四節 結語 ..................................................................................................................................................................... 58 

第三章 羈押處分 ..................................................................................................................................................... 60 

第一節 羈押定義 ........................................................................................................................................................ 60 

第二節 羈押目的 ........................................................................................................................................................ 61 

第三節 羈押防逃法制─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 ....................................... 63 

第四節 防逃功能羈押之替代措施 ............................................................................................................. 71 

第五節 羈押之期間 .................................................................................................................................................. 76 

第一項 羈押期間計算之區分 ................................................................................................................... 77 

第二項 羈押期間長短 ...................................................................................................................................... 77 

第六節 羈押制度與防止逃亡成效不足 ................................................................................................ 79 

第一項 實務羈押困難與執行漏洞 ...................................................................................................... 79 

第二項 判決確定前之保全羈押制度 ................................................................................................ 81 

第三項 判決確定後執行前防逃措施 ................................................................................................ 81 

第四章 判決定讞前之防逃機制 .................................................................................................................. 84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ii 
 

第一節 宣判期日之被告到庭義務 ............................................................................................................. 85 

第一項 在場權為被告權利且為義務 ................................................................................................ 85 

第二項 我國法規範 ............................................................................................................................................ 89 

第三項 被告宣判期日到場論證 ............................................................................................................. 94 

第二節 保全羈押制度 ......................................................................................................................................... 108 

第一項 保全羈押制度的比較法制 ................................................................................................... 108 

第二項 小結 ............................................................................................................................................................ 127 

第三節 我國保全羈押引進與相關配套制度修法 .................................................................... 128 

第一項 刑事程序引進「保全羈押」制度 ................................................................................. 129 

第二項 保全羈押制度法制配套 .......................................................................................................... 144 

第三項 結語 ............................................................................................................................................................ 151 

第五章 附論：判決定讞後之防逃機制 ............................................................................................. 153 

第一節 防逃機制介紹 ......................................................................................................................................... 153 

第一項 《最高法院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知最高法院檢察

署辦理要點》 ............................................................................................................................................................ 154 

第二項 《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即時通知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 ................................................................................................... 155 

第三項 法務部《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介紹 .. 

  ........................................................................................................................................................................ 156 

第二節 防逃要點評釋 ......................................................................................................................................... 163 

第三節 修正建議 ..................................................................................................................................................... 163 

第一項 保全羈押降低防逃機制開啟 ............................................................................................. 163 

第二項 判決確定後的儘速執行 .......................................................................................................... 164 

第六章 結論 .............................................................................................................................................................. 165 

參考文獻 .......................................................................................................................................................................... 167 

附錄  .......................................................................................................................................................................... 180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iii 
 

詳目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題目提出與說明 ............................................................................................................................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 3 

第二章 羈押處分的憲法界線 ........................................................................................................................... 5 

第一節 無罪推定 ........................................................................................................................................................... 6 

第一項 前言 .................................................................................................................................................................. 6 

第二項 無罪推定原則發軔 ............................................................................................................................ 8 

第三項 國際法制演進 ...................................................................................................................................... 11 

第一款 世界人權宣言 ............................................................................................................................... 11 

第二款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12 

第三款 歐洲人權公約 ............................................................................................................................... 13 

第四項 歷史角度的再觀察 ......................................................................................................................... 16 

第一款 英美法制 ............................................................................................................................................ 16 

第二款 歐陸法系 ............................................................................................................................................ 21 

第五項 我國法制 .................................................................................................................................................. 25 

第一款 意義 ........................................................................................................................................................ 26 

第二款 無罪推定內涵 ............................................................................................................................... 26 

第三款 無罪推定原則之法位階 ................................................................................................ 27 

第一目 無罪推定之憲法地位 ...................................................................................................... 27 

壹、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 28 

貳、 實務法院判決 ......................................................................................................................... 32 

參、 小結 .................................................................................................................................................. 33 

第二目 無罪推定的法制實踐 ...................................................................................................... 35 

壹、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 ................................................................................... 35 

貳、 聯合國兩公約施行法 ...................................................................................................... 35 

參、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 條 ................................................................................................ 36 

第四款 內容 ........................................................................................................................................................ 37 

第五款 我國無罪推定原則檢討 ...................................................................................................... 40 

第一目 第 154 條 1 項規範爭議 ............................................................................................... 40 

第二目 第 154 條 1 項為證據法原則 ................................................................................... 41 

第三目 「確定」二字論證 ............................................................................................................. 44 

第四目 小結 .................................................................................................................................................. 49 

第六項 無罪推定與羈押處分 ................................................................................................................... 50 

第二節 法律保留原則 ............................................................................................................................................ 51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iv 
 

第一項 前言 ............................................................................................................................................................... 51 

第二項 法律保留之沿革 ............................................................................................................................... 52 

第三項 層級化法律保留 ............................................................................................................................... 52 

第四項 刑事程序與法律保留 ................................................................................................................... 53 

第三節 比例原則 ........................................................................................................................................................ 54 

第一項 概念 ............................................................................................................................................................... 55 

第一款 內涵 ........................................................................................................................................................ 56 

第一目 適合性原則 ............................................................................................................................... 56 

第二目 必要性原則 ............................................................................................................................... 56 

第三目 相當性原則 ............................................................................................................................... 56 

第二項 比例原則與刑事程序強制處分 .......................................................................................... 57 

第四節 結語 ..................................................................................................................................................................... 58 

第三章 羈押處分 ..................................................................................................................................................... 60 

第一節 羈押定義 ........................................................................................................................................................ 60 

第二節 羈押目的 ........................................................................................................................................................ 61 

第三節 羈押防逃法制─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 ....................................... 63 

第一項 形式要件 ............................................................................................................................................ 63 

第一款 拘捕前置原則 ......................................................................................................................... 63 

第二款 經法官訊問 ............................................................................................................................... 64 

第三款 簽發押票 ...................................................................................................................................... 65 

第二項 實質要件 ............................................................................................................................................ 65 

第一款 犯罪嫌疑重大 ......................................................................................................................... 65 

第二款 羈押原因 ...................................................................................................................................... 66 

第三款 羈押必要性 ............................................................................................................................... 68 

第三項 防逃羈押現行法規評釋 ...................................................................................................... 68 

第四項 小結 ........................................................................................................................................................ 70 

第四節 防逃功能羈押之替代措施 ............................................................................................................. 71 

第一項 具保 .................................................................................................................................................. 71 

第二項 責付 .................................................................................................................................................. 72 

第三項 限制住居 ...................................................................................................................................... 72 

第四項 限制出境、限制出海 ...................................................................................................... 73 

第五項 我國法檢討 ............................................................................................................................... 75 

第六項 羈押替代手段與防逃目的的達成 ....................................................................... 76 

第五節 羈押之期間 .................................................................................................................................................. 76 

第一項 羈押期間計算之區分 ................................................................................................................... 77 

第二項 羈押期間長短 ...................................................................................................................................... 77 

第一款 偵查中羈押期間 ......................................................................................................................... 77 

第二款 審判中羈押期限 ......................................................................................................................... 77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v 
 

第三款 羈押期間過長與速審法第 5 條 ................................................................................... 78 

第四款 羈押期限與羈押程序銜接辨明 .................................................................................... 79 

第六節 羈押制度與防止逃亡成效不足 ................................................................................................ 79 

第一項 實務羈押困難與執行漏洞 ...................................................................................................... 79 

第二項 判決確定前之保全羈押制度 ................................................................................................ 81 

第三項 判決確定後執行前防逃措施 ................................................................................................ 81 

第四章 判決定讞前之防逃機制 .................................................................................................................. 84 

第一節 宣判期日之被告到庭義務 ............................................................................................................. 85 

第一項 在場權為被告權利且為義務 ................................................................................................ 85 

第二項 我國法規範 ............................................................................................................................................ 89 

第一款 被告到場原則 ............................................................................................................................... 89 

第二款 被告得不到場例外 ................................................................................................................... 89 

第一目 第 36 條、第 281 條 ......................................................................................................... 90 

第二目 第 169 條 ..................................................................................................................................... 90 

第三目 第 177 條視訊設備訊問被告？ ............................................................................. 90 

第四目 第 294 條第 3 項 .................................................................................................................. 92 

第五目 第 305 條 ..................................................................................................................................... 92 

第六目 第 306 條 ..................................................................................................................................... 92 

第七目 第 312 條 ..................................................................................................................................... 93 

第八目 第二審特別規定 ................................................................................................................... 93 

第三款 小結 ........................................................................................................................................................ 93 

第三項 被告宣判期日到場論證 ............................................................................................................. 94 

第一款 宣判到場 被告義務 ................................................................................................................ 94 

第一目 法官裁量權說 ......................................................................................................................... 94 

第二目 審判程序不應切割 ............................................................................................................. 95 

壹 現行法規範切割審判期日的弊病 ............................................................................. 95 

貳 比較法制 ............................................................................................................................................ 97 

參 司法儀式性與莊嚴性之要求 ....................................................................................... 102 

肆 小結─修正刑訴第 312條、313 條 ..................................................................... 104 

第二款 被告到場之處分權 ................................................................................................................ 105 

第一目 被告在場權行使不應限制 ....................................................................................... 105 

第二目 審判期日涉及證據認定始強制到庭 .............................................................. 106 

第三款 結語 ..................................................................................................................................................... 107 

第二節 保全羈押制度 ......................................................................................................................................... 108 

第一項 保全羈押制度的比較法制 ................................................................................................... 108 

第一款 美國法制規範 ............................................................................................................................ 108 

第一目 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 ................................................................................................... 109 

第二目 法制沿革─聯邦保釋改革法案 .......................................................................... 110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vi 
 

壹 1966 年保釋改革法案（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66） ................... 111 

貳 1984 年保釋改革法案（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84） ................... 113 

一、 U.S.Code. 保釋法規變革 ............................................................................................. 114 

二、 羈押例外之舉證責任分配 ....................................................................................... 117 

參 1990 年有罪被告強制羈押法案（Mandatory Detention Act of 1990）

  .................................................................................................................................................................. 118 

第三目 小結─簡評美國羈押保釋制度 .......................................................................... 119 

第二款 日本羈押制度 ............................................................................................................................ 121 

第一目 日本刑事訴訟程序判決宣判時的羈押 ........................................................ 121 

第二目 日本判決宣判時羈押制度分析 .......................................................................... 123 

第三目 小結─日本判決宣判時羈押規定簡評 ........................................................ 124 

第三款 德國法制 ......................................................................................................................................... 125 

第一目 德國刑事訴訟法保全被告羈押法制介紹 ................................................. 125 

第二目 德國羈押法制簡評 .......................................................................................................... 127 

第二項 小結 ............................................................................................................................................................ 127 

第三節 我國保全羈押引進與相關配套制度修法 .................................................................... 128 

第一項 刑事程序引進「保全羈押」制度 ................................................................................. 129 

第一款 檢察官應有審判中羈押聲請權 ................................................................................. 129 

第一目 現制下審判中檢察官無羈押聲請權 .............................................................. 129 

第二目 實務評析 ................................................................................................................................... 130 

一、 行政權干預法官獨立 ................................................................................................... 130 

二、 現行法規解釋檢討 .......................................................................................................... 130 

三、 與拘捕前置原則之立法精神衝突 .................................................................... 131 

四、 武器平等原則的要求？ ............................................................................................. 134 

第三目 小結 ............................................................................................................................................... 135 

第二款 增訂「保全羈押」 ................................................................................................................ 135 

第一目 修法必要性 ............................................................................................................................ 135 

一、 填補程序階段羈押效力斷層 ................................................................................. 136 

二、 填補防逃要點成效不彰之實務漏洞 .............................................................. 138 

第二目 增訂刑事保全羈押制度 ............................................................................................. 138 

一、 保全羈押制度與無罪推定 ....................................................................................... 138 

二、 保全羈押的審查立法模式 ....................................................................................... 139 

三、 保全羈押制度核心在於防逃 ................................................................................. 141 

四、 代結語─增訂刑事訴訟法第 374 條之 1 .................................................. 142 

第二項 保全羈押制度法制配套 .......................................................................................................... 144 

第一款 即時抗告制度 ............................................................................................................................ 144 

第一目 法制困境 ................................................................................................................................... 144 

第二目 羈押即時抗告制度芻議 ............................................................................................. 145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vii 
 

第三目 小結 ............................................................................................................................................... 147 

第二款 擬訂刑法違保潛逃罪 .......................................................................................................... 147 

第三項 結語 ............................................................................................................................................................ 151 

第五章 附論：判決定讞後之防逃機制 ............................................................................................. 153 

第一節 防逃機制介紹 ......................................................................................................................................... 153 

第一項 《最高法院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知最高法院檢察

署辦理要點》 ............................................................................................................................................................ 154 

第二項 《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即時通知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 ................................................................................................... 155 

第三項 法務部《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介紹 .. 

  ........................................................................................................................................................................ 156 

第一款 立法理由 ......................................................................................................................................... 156 

第二款 規範沿革 ......................................................................................................................................... 156 

第三款 防逃實務操作比較 ................................................................................................................ 157 

第一目 94 年「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 157 

壹 舊防逃要點規範介紹 .......................................................................................................... 157 

貳 舊要點時代下的實務困境 ............................................................................................. 159 

第二目 105 年「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 

  ............................................................................................................................................................ 162 

第二節 防逃要點評釋 ......................................................................................................................................... 163 

第三節 修正建議 ..................................................................................................................................................... 163 

第一項 保全羈押降低防逃機制開啟 ............................................................................................. 163 

第二項 判決確定後的儘速執行 .......................................................................................................... 164 

第六章 結論 .............................................................................................................................................................. 165 

參考文獻 .......................................................................................................................................................................... 167 

附錄  .......................................................................................................................................................................... 180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西元前 399年，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被指控杜撰神明、言論腐

化了雅典城內的青年，並在戰時協助收留了雅典的敵人而被控訴觸犯叛國罪，經雅

典公民的投票審判後被判處有罪。其後在蘇格拉底被禁錮於牢房期間，一名喚為克

里多（Crito）的學生暗自來訪，告訴蘇格拉底擬定完成的逃獄計畫，並事先賄賂負

責看守的監獄守衛。然而，蘇格拉底卻不贊同這項計畫，他告訴克里多，他已選擇

了接受承擔審判結果而拒絕自我流放；並提醒克里多，如果雅典城會說話、會思考

的的話，這逃亡計畫會把它嚇死的，它會說：「如果公開宣布的法律判決沒有執行力，

被私人給破壞了、忽視了，那麼這個城邦還有辦法繼續生存下去而不被破壞的可能

嗎？」 

                          Sadakat Kadri薩達卡特·卡得理《審判的歷史》 

 

    根據 105年 5月天下雜誌調查人民職業信任度指標數據顯示，各該調查行業中

人民對於司法從業人員（法官、檢察官）高達 65.4%，信任度在民眾觀感中敬陪末

座。而社會體系不信任度調查，民眾對於司法體系的不信任度也高達 67.7%，僅次

於食品安全。從平面媒體提出統計資料反映群眾對於我國司法體系的高度不信賴感、

判決信服性低落，司法體系對於社會定紛止爭的安定效力蕩然無存。    司法作為

國家實踐正義的最後防線，但人民的信任度卻不達三成，思此結果所成非一朝一夕

所致，亦非單一問題所致。為求力挽民眾信任度，2017年初總統府彙集人民心中應

改革之司法議題後，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廣聚法律學者、實務工作者與各界賢

達後針對法制疑義加以討論，以期回應人民心聲並修法加以改正。於會議準備前期、

蒐集議案過程中，針對重大刑事案件被告（或受刑人）逃亡之議題逐為各界所關注，

近年來屢次逃脫的刑案被告，重創國家司法公信力，也導致民眾司法信賴度低下。

實務上數次的刑案「大咖」在執行前逃亡，斲傷民法重感情同時，也凸顯當前刑事

訴訟法制缺失，對此，實有立法修正檢討迫切性。 

    刑事訴訟法的終極目的既在於對所有被告施加適得適所的刑罰，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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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權對於犯罪者發動制裁的動態過程中，訴訟法作為手段，用以實現國家刑罰

權為結果。若今一國之法治實踐上，被告或受刑人得恣意逸脫於其所應承擔之刑責

之外，無異於視法為無物；訴訟程序實行之後如無法有效對被告（或受刑人）咎責，

司法程序又豈非兒戲？故防免被告逃亡，為現行法制的重大課題。 

第二節 研究題目提出與說明 

    檢討刑事程序中被告及受刑人於接受判決執行前逃亡一問，將因刑事程序推移

與被告或受刑人身分轉換而異其適用法規。被告如在判決確定之前逃亡，因審判程

序尚未終結，得以適用刑事訴訟法羈押及其替代措施等相關規範；惟逃亡時點如發

生於判決確定之後，則應依照法務部頒定「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防逃要點」）處理。在判決既判力生成的前後時段雖然都有

刑事訴訟法羈押法規與防逃要點就防範被告逃亡行為加以管控，法制外觀看似健全，

但在現實中被告或受刑人逃亡的社會新聞依舊層出不窮。此種現象反映出從審判過

渡到執行階段間，被告人身自由的控管出現漏洞，有修法填補需求，在刑事司法領

域內，防堵被告逃避刑事程序最直接且有效的手段無非刑訴法中的「羈押」處分，

因此當前羈押尚有亟待完備的空間。本文論點，在於透過刑訴「羈押」處分的適用

擴張，增訂「保全羈押」制度，來解決近年接續不斷的被告逃亡問題，同時修正刑

訴法中相關規定為羈押制度建立合宜的法制配套。 

    改革羈押處分之前，需對於強制處分的憲法原則為討論，以下行文將對無罪推

定原則、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扼要說明。又三者中以刑訴法第 154條第 1項無

罪推定規範與羈押處分內涵存在明顯衝突，是將對該原則內涵為較多著墨，並就其

規範內容為重新檢討，追求羈押處分與無罪推定原則二者關係做出精準解釋，以期

合理拓展羈押適用範圍。蓋現行法下無罪推定原則定義抽象，適用廣泛，學界及實

務界對其尚無法做出一統一解釋。行文爰就無罪推定的歷史淵源與我國刑訴第 154

條第 1項規範脈絡，尋求一個合於我國法律體系的解釋，並在不扞格無罪推定原則

之下開展本文核心脈絡的「保全羈押」制度。往下進行以避免被告「逃避刑事程序

之虞」的羈押、及用以達成相同目的的羈押替代措施介紹，進而思考現行規範上是

否確有擴張羈押適用範圍必要性。有鑑社會新聞中重大案件被告或受刑人逃亡案情

頻仍，導因於刑事訴訟規範不足與防逃要點徒具形式，兼之二者銜接效力不足，故

本文重心將加強刑訴法羈押防逃效能，彌補法制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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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訴法修正具體內涵，涉及在被告到場的最後時點法院應即時審查被告羈押必

要性與否。我國刑訴第 312條：「宣示判決，被告雖不在庭亦應為之。」規範被告判

決宣判期日得不到場，然此規定無異開啟被告逃亡後門。往常被告遁逃案例多因到

庭義務的免除，而使被告於判決宣示前著手籌備逃匿計畫，當宣示判決後獲知受有

罪判決便即刻著手逃亡。是故本條規定確有實務上修法檢討之必要，然而，到告應

否到場涉及被告於刑事訴訟期間到場義務及權利之分析，故如修法強制被告於判決

宣示時到庭是否可行，而無過度干涉被告權利之疑慮，同為值得深入探討議題。強

制被告到庭係確保被告人身自由受司法掌控的最後一道防線，在被告判決宣示後等

待執行前，法官依職權、或依檢察官聲請羈押並為審查後，認定被告有逃亡疑慮，

在判決宣示之時予以羈押，藉此作為確保國家刑罰權實行的最後一道防線，杜絕被

告（或受刑人）逃亡之機率，是為「保全羈押制度」。將該制度引進做為我國法制運

作一環，作為本文最終修法結論。 總結本文處理的議題所涉者為：無罪推定檢討、

指明現行法制缺失、強制被告於宣判期日到庭並引進保全羈押制度杜絕逃亡，統合

上述各章後試擬本文結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本文討論重點在於探討羈押制度與憲法原理原則交錯關係、及防止被告逃亡的

羈押在我國未來修法精進方向、並就羈押制度相關配套做出修法建議。本文相關之

見解則藉由以下相關研究方法，進行討論辯證，總結後試提愚見： 

一、文獻資料分析：學海浩瀚，涉及本文議題之相關學術文獻、專論不勝枚舉，實

務相涉之判決資料亦不在少數。本文立於巨人肩上，彙整國內大家所著文章及

實務判決為法制介紹，並統整近年行政機關提出的修法建議後加以整理分析。 

二、比較法制分析：我國法律繼受、參考德、日、美等國，並因應我國在的民情做

出修正而得今日之形態，是而外國法制作為內國法律修正參考有其重要性。兼

之，他山之石以攻錯，參諸外國法制、複製他國成功模式後再為本土化的改革，

對於法制精神的進步尤為重要，故本文將引各國相關制度作為未來修法及改進

借鏡。 

三、綜合歸納：整合學術及實務資料文獻及比較法結果，並加以歸納，進行檢討分

析後，就我國被告或受刑人逃亡議題提出本文拙見，以期將來成為修法之參考。 

    囿於學識淺薄及語言能力不足，就比較法部分本文僅嘗試就教科書與法律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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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簡介與原則說明。本文部分，尚仍有相關議題探究未盡及思慮不周之處，將留待

日後再為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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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羈押處分的憲法界線 

    刑事訴訟程序，為確保國家刑罰權之程序，並以有效發動刑罰權為最終目的。

於此過程中，有必要透過強制手段來達成澄清案件真實、以利訴訟進行或刑罰執行，

類此強制手段即為「強制處分」。當國家透過強制處分的啟動來實現刑事程序目的以

維護公益同時，對受處分被告的人身自由、名譽或財產等基本權都將招致戕害，因

此如何在發現真實及保護被告人權間做權衡，以謀取最佳管控強制處分的發動界線，

是立法者於法規設計時需縝密考量之點。刑事程序法中就強制處分的管控手段，須

遵守憲法上位原理原則的節制，其中包含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

等。 

    防止被告逃亡的羈押處分作為強制處分類型之一，處分本身帶有在有罪判決確

定前對被告施以長期人身自由長期拘禁的特性，相較於本法其他類型的強制處分，

羈押對基本權干預尤為嚴厲；但就另一面項而言，卻也扮演著保全刑事訴訟程序與

被告最有效的手段，是迄今世界各國仍無一個國家能全然捨棄羈押制度，故有學者

乃形容羈押為程序法中「必要之惡」1。作為刑事程序中最有效卻又最嚴厲的手段，

羈押的發動必需受到法律保留、比例原則與無罪推定等憲法原則的事前節制。在法

律保留原則下，羈押作為干預基本權處分必須有明文法律訂定方能合理發動限制人

民權利，故以立法者先行立法為法治正當性的賦予。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除以具體

法律存在於刑訴法中，尚有賴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公務員按個案情節認定，上述二原

則涉及立法權與個案特性，與現行法制並未有重大扞格。本節重點著墨者，將是無

罪推定原則與羈押處分間之交互關係。在刑訴法第 154條的 1項文義下，國內學者

有認於判決確定前施以被告類似刑法有期徒刑的羈押處分，已然違背無罪推定精神，

是下文將重點分析無罪推定原則在本土法制下的真正意涵，並討論該原則和羈押處

分存在合法性。 

     

   

 

 

                                                      
1
 楊雲驊，我國羈押實務與人權保障，臺灣法學雜誌，第 121 期，2009 年 2 月 1 日，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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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無罪推定 

第一項 前言 

    無罪推定原則（Unschuldvermutung）乃刑事訴訟程序的「帝王條款」，為今日

各法治國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項重要原則，並作為民主各國推行司法人權保障的最

低限度。無罪推定概念雖作為法治國原則下人權保障的基石，但我國早期實務運作

卻未見重視，民國 25年上字第 3706號判例曾認：「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之犯

罪證據，應從各方面詳予調查，以期發現真實，苟非調查之途徑已窮，而被告之犯

罪嫌疑仍屬不能證明，要難遽為無罪之判斷。」是本判例意旨，要求國家司法機關

窮盡所有可行的調查方式證明被告有罪之前不輕易認定被告無罪，此為我國實務曾

採納「有罪推定」2的歷史背景。 

    隨後在國際間維護被告人權風潮的影響下，無罪推定在我國的法制化於民國 92

年正式確立，時年立法院修法增訂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

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自此開拓了在無罪推定保障下人權意識更向前推進

的時期
3。迄今，無罪推定原則現除有法律位階之明文化外，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更賦

予其憲法位階之高度價值實現4，在各國際法公約中，亦多次重申無罪推定保障被告

人權之精神，此一原則於今日普世性的崇高價值可見一斑5。 

                                                      
2
 94 年交抗字第 331 號裁定：「…向來被外界視為有罪推定原則的最高法院 25 年上字第 3706 號判

例，其要旨即謂『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之犯罪證據，應從各方面詳予調查，以期發現真實，

茍非調查之途徑已窮，而被告之犯罪嫌疑仍屬不能證明，要難遽為無罪之判斷。』是最高法院於

90 年 9 月 4 日 90 年度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 25 年上字第 3706 號判例此一有罪推定原

則之判例，而最高法院表示，廢止此一判例，象徵最高法院法官徹底轉向無罪推定原則，這項基

本觀念的轉變，在審判實務保障人權上，具積極意義。立法院亦於 2003 年 1 月 14 日三讀通過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無罪推定原則正式列入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內，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3
 25 年台上字 3706 號判例為我國刑事訴訟早期採納「有罪推定」著例，但於最高法院 90 年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90 年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節錄）：「…基於上述，本院二十五

年上字第三七○六號判例謂：『……』，乃極端職權主義之見解，將證據之蒐集及調查責任集於法

院，無異使法院兼攝偵查之延續與審判職權，與刑事訴訟法『兼採當事人主義』、『無罪推定』之

現代法律思潮不合。…宜停止援用」 
4
 101 年 01 月 17 日最高法院第 2 次刑庭決議（節錄）：「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 
5
 早期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並無無罪推定規定，學者解釋其原因有三：一、若承認被告於定罪前皆

無辜，將造成犯罪嫌疑人得為所欲為的印象，二、無罪推定與審判前逮捕羈押本質上矛盾，三、

中國刑事訴訟法已有各種保護被告的規定，無再強調之必要。蔡秋明，舉證責任─兼論刑事被告

之地位及其舉證義務，台灣本土法學，第 55 期，2004 年 2 月，頁 127。然於 1996 年修訂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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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罪推定最廣為人知的表現為司法程序下作為人權保障的基本要求，在國家司

法權於確定被告確為有罪前嚴禁對其施以刑罰、或課以類似刑罰之處分。其後，隨

著法體系的演變與程序法的具體操作必要，又有將此原則定性為證據法則的理論基

礎。是無罪推定的概念具有複雜意涵，在各刑事程序階段、乃至於相異程序主體上

皆有不同內涵之展現，此種複雜的特性在我國刑訴第 154條第 1項文字中卻無跡可

循。依據本條文義解釋，應認被告直至判決確定之前，都受推定為無罪且不應受對

其不利的認定及處罰，不得對其施以任何程序上的不利益。文義解釋點出了刑事被

告人權不容國家恣意侵犯的價值貫穿了通篇刑事程序法，但卻忽略了無罪推定於證

據法則上的重要性。第 154條此種一網打盡的規範模式，某程度上已然阻礙了我國

刑事訴訟實務效率之目的追求6。兼之現行法條文義過於精簡，使無罪推定淪為標語

式的存在，更與刑事司法程序進行上產生諸多邏輯上的齟齬。以強制處分中之羈押

為例，羈押處分最受非難之處在於和第 154條第 1項規定互為牴觸
7，因此立法者只

得就羈押發動制定最為嚴苛之限制。實務羈押處分的作成不僅立於違背無罪推定的

鋼索上，程序上繁瑣複雜的要件加上羈押後的時效計算與在押被告的管理、以及裁

押後對被告判決無罪的國家賠償風險，都將促成聲請或決定羈押的檢察官或法官在

行使聲請或決定羈押被告裁量權現實上的收縮，間接促使偵查審判乃至執行面效率

的減縮。是而羈押的發動，背後隱含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兩目的的拉扯，第 154條

1項規範文義解釋傾向於人權保障的維護立場，另一方面卻也阻斷了羈押制度的發

展。對第 154條第 1項未來發展，應傾向擴大適用加強人權保障，抑或者限縮作為

證據法則適用，是為將來本條修正的兩大取徑。  

    而應為何種取方向作為將來修法價值選擇，本文認無罪推定係維護被告人權之

上位原則，卻非刑事訴訟程序所追求之唯一價值。一網打盡式的無罪推定規範模式

縱然有效保障人權，卻附隨著忽略澄清事實目的的威脅，故筆者於本章欲自無罪推

定之起源重新檢視該原則內涵，並從新詮釋我國法下應有的規定，追求更為符合我

國本土法律體系、更為具體可操作的無罪推定概念解釋。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確立該

國的無罪推定。 
6
 柯耀程，刑事訴訟目的與「無罪推定原則」─歷史觀的評價，收錄於氏著《刑事程序理念與重建》，

2009 年 9 月，頁 27-28。 
7
 林國賢、李春福，刑事訴訟法論 上冊，2002 年 5 月，頁 307。孫啟強，判決確定後移送執行前

可否裁定執行羈押，月旦裁判時報，第 33 期，2015 年 3 月，頁 76。王彥文，論我國羈押制度與

人權之保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2011 年 6 月，頁 28-30。楊錦德，羈押爭議問

題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106 年 1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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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無罪推定原則發軔 

    無罪推定原則非近代方興起而受重視之法律概念，早於西元前 1791年「漢摩拉

比法典」中即有類此精神之規範：要求控告之人必須證明其所控告之人為有罪，否

則不僅應即刻釋放被告，隨意控告之人還必須負擔誣告之責。此為人類文明上最早

的記載。西元前 352年，希臘著名演說家、哲學家迪摩西尼（Demosthenes, 

B.C.385~322 B.C.）曾提出：「不能僅因一個謀殺的指控就說被指控對象是兇手，因

為在宣判前不應以兇手稱呼任何人。」同理；而後羅馬法時代曾有出現「有疑時利

益歸於被告」之法治精神
8。 

    近代英國作為首先對抗王權壓迫先驅，西元 1215年，貴族與傳教士迫使國王

（King John）簽訂「大憲章」（Magna Charta；Magna Charter)揭開歷史上民權反

動皇權的序幕，大憲章雖是由少數特權階級起草，卻是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濫觴，

對後世影響甚鉅。憲章要求國王依法治國，並且不得對司法結果做出否決或有干預

的行為，此後英國國王也同受法律約束，自此確立了法治的教條，也帶有權力分立

的雛形。大憲章的做成帶領英國由一個「朕即法律」的君主專制社會出走成成文法

律規範的法治國家，樹立了法治原則的典範。人民權利與王權的交互關係有了變動

後，在司法程序的保障下，發展出國家（王權）不得非法、恣意地侵擾人民權利的

思維9，並在英國普及了普通法院使用陪審團的結果。憲章中諸多條文揭示了人權保

障的精神，例如大憲章第 39章：「任何自由人，如果未經同級之貴族依法裁判，或

經國法判決，不得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

損害。」、第 40章：「對於任何人我們不得出賣、拒絕或延遲法律公道與正義。」10此

二條文對後世司法制度及人權意識的發展至關重要，條文中認為未經類似今日審判

程序的裁決，不得對於自由人施加相當於刑罰之處分，實已具備了無罪推定原則雛

                                                      
8
 學者有提出羅馬時代圖拉真皇帝（Trajan，98A.D.~117A.D.）所頒佈之詔書（史稱「圖拉真詔書」

Trajan-reskript/Trajan's Rescript,112A.D.）可能為無罪推定精神最早之記載。陳宗奇，論無罪通定為

刑事補償之憲法要求─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研究，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3

月，頁 9-16。 
9
 John Maxcy Zane, The story of law, 225-253（2005）. 

10
 Magna Charta（39）：“ No free man shall be seized or imprisoned, or stripped of his rights or possessions,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deprived of his standing in any way, nor will we proceed with force against him, or 

send others to do so,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equal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 

Magna Charta（40）：“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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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蘊含了正當法律程序的精神，更彰顯了國家司法權對人權捍衛上的重要性
11
。 

    縱然英國簽署了大憲章，但其重要性仍不敵時間流逝而日漸侵蝕。在都鐸王朝

（西元 1485~1603年）時期，君權的發展又再度達到顛峰，大憲章宣揚的價值也為

君主所捨棄，君權神授論更被國王宣揚用以作為王權控制人民的正當手段。直到西

元 1628年，為了對抗國王的橫徵暴斂，英國下議會提出了「權利請願書」(The 

Petition of Right)並重新申明大憲章中的法治人權概念「…重申大憲章的規定，

任何人除非依法律正當程序之審判，不論其身分與環境狀況為何，均不得將其驅逐

出國，或迫使其離開所居之采邑，亦不得予以逮捕、拘禁或強佔產業、或剝奪生存

之權利
12。」其後，人民對於司法程序的重視由形式轉移到重視程序的正當性，透過

法律保護主體及內容不斷擴張，衍生出以個人為單位的人權精神雛樣13。從西元前發

展推進到英國王權抗爭歷史，以民主法治精神為底蘊的無罪推定原則雛形已然形成，

並逐為世人所重視。英國歷經對王權獨裁統治的牴觸與反動時代，啟迪人類渴望法

治、人權保障的思維，作為近代歷史上對無罪推定法治茁壯的一大轉捩點
14。 

    人權思維下的無罪推定意識，並不僅在英國發展，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端， 

歐陸國家在審判制度的變遷過程中，也從審判改革的血淚中，領悟出司法人權的重

要性。西元十三世紀，歐陸法系歷經從最傳統的神裁，過渡到宗教審判與糾問審判

的階段。糾問及裁判的權力更動，將司法審判權自宗教團體移轉至人類官員手裡，

從基督教為本的神判模式15，轉變為以「人」為主的宗教糾問型態。宗教審判的時期，

社群或審判組織高度期待罪犯順從，間接促使了自白的誕生，連帶造成法律烈崇拜

起自白，將其視為官方權力的記號，此後更巧立各種目的藉以取得自白。自白的取

得，連帶影響其後的歐陸糾問審判模式的態樣。當時的法學家將自白作為有罪的象

徵，而不是認定事實的方法，進而導致刑求及虐待的手段，成為了糾問原則下審判

程序中司空見慣的環節。審判者透過刑求逼供以獲得其心目中「真實」的自白所致

之慘案甚多，不忍卒睹16。對此，西元 1764年啟蒙時期的義大利刑事古典學派代表

                                                      
11

 蕭仰歸、陳荔彤，論無罪推定原則於國際人權法之規範與實踐，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8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70-172 
12

 The Petition of Right Ⅲ：“And whereas also by the statute called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Liberties of 

England,' it is declared and enacted, that no freeman may be taken or imprisoned or be disseized of his 

freehold or liberties, or his free customs, or be outlawed or exiled, or in any manner destroyed, bu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13

 劉文彬，西洋人權史─從英國大憲章到聯合國科索沃決議案，2005 年 3 月，頁 6-8。 
14

 Shima  Baradaran, Restoring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72 Ohio St. L.J.,723.（2011） 
15

 John Maxcy Zane, supra note 9, 199-223. 
16

 薩達卡特·卡德里 著，吳懿婷譯，審判的歷史，2007 年 10 月，頁 55-86。黃朝義，無罪推定─論

刑事訴訟程序之運作，2001 年 8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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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對傳統以刑訊手段及有罪推定的思維提出大力抨擊。

於其氏作「論犯罪與刑罰」第十六章「刑訊」中提到：「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

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害了給予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

能取消對他的保護。」
17換言之，任何人在被證明為有罪之前，依法應被推定為無罪

之人，當然享有社會對其權利保護。 

    近代史上第二個對人權發展及無罪推定原則發展脈絡產生劇烈影響的是西元

17~18世紀以法國為起源地的啟蒙時代
18，當時歐陸各國家隨著時代的演進、科學革

命影響以及知識高等教育的普及，開啟了以理性科學及批判的角度，對於宗教及基

督教思想重新檢討、君權神授概念也不再為接受。立憲主義、民主與法治人權受到

推崇，在西元 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第 9條：「所有人直到被宣告有罪之前，都應被推定為無罪，而即

使逮捕被判定為必要的，一切為羈押人犯身體而不必要的嚴酷手段，都應當受到法

律的嚴厲制裁。」首度以具體條文體現推定無罪的精神，彰顯人權不可恣意撼動的

價值。自此，無罪推定成國家建構法制的重要價值。 

    無罪推定成為普世人權保障價值之前，在人民對於王權之反動及追求自由平等

的歷史進程之中，歐美各國卻不約而同地重視無罪推定對於人權保障的價值。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無罪推定原則被世界各國普遍列為憲法位階保障之原則19。無罪

推定的歷史淵源流長，在各階段的意涵精神雖非全然相同，但對於人權維護積極追

求並加以保障的宗旨已然萌芽，及以證據證明被告有罪的精神，自此已然彰顯於世

人眼前20。 

                                                      
17

 切薩雷·貝卡利亞 著，黃風 譯，論犯罪與刑罰，2011 年 9 月，四版，頁 37。 
18

 柯耀程，同前註 6，頁 18-19。 
19

 蕭仰歸、陳荔彤，同前註 11，頁 163-168。 
20

 我國最早討論無罪推定的經典，為《尚書》〈大禹謨〉：「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

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宋朝（西元 960~1279），蘇軾（西元 1036~1101），《刑

賞忠厚之至論》（節錄）：「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

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

既而曰：『試之。』何堯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

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之不經。』 嗚呼！盡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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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國際法制演進 

    無罪推定原則在歐美各國的歷史中，伴隨著司法制度的形成已可窺其發展脈絡。

從英國「大憲章」、「權利請願書」，到法國「人權宣言」，歷史上多份影響人權發展

的重要文件，皆反覆傳頌被告經審判證明有罪前，其權利仍受保障旨意。迄今「無

罪推定原則」不僅為民主法治國家所通行之原理原則，亦為世界人權宣言等諸多國

際公約明文承認。在各國際公約、或區域性國際公約中均多次強調該原則的法制重

要性。 

第一款 世界人權宣言 

    西元 1948年 12月 10日，聯合國決議通過「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宣言中羅列基本人權保障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各會

員國共同維護人權之決意。自國際法角度觀之，世界人權宣言並不具有拘束簽約國

效力，實踐上委由各國自我決定、自我擔保。而公約當中的重要權利，乃是比照許

多內國基本權利清單的規定模式，把歷史上易遭致危害的權利制定為國際法層次的

個人權利，責成各會員國的尊重保護，以促進對人權的尊重，各會員國並致力於使

宣言內所提及之權利與自由得受保障21，也因此人權宣言在會員國管轄範圍內，應受

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認及遵行。且該宣言作為聯合國層級的全球性宣言，雖不具有制

裁力，但在本宣言之後，也促使人權的保障朝向制度化
22
。 

    世界人權宣言當中所提到的多項人權，在今日都成為許多法治國家憲法保障的

基本權利。當中，刑事訴訟法中重要的無罪推定，也是宣言中所保障的訴訟基本權

利內涵。宣言第 11條第 1項規定：「凡受到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一

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23明文彰顯無罪推定之

明文，其雖不具有強制各會員國遵行效力，卻傳達了無罪推定原則對於人權保障推

進之啟示性，揭櫫該原則為普世價值，並為之後國際公約或法治國家共同追求之精

                                                      
21

 張文貞，國際人權法與內國憲法的匯流：台灣施行兩大人權公約之後，台灣人權促進會季刊，2010

年春季號，2010 年 3 月，頁 16-17。 
22

 Eckart Klein 著，王士帆譯，《歐洲人權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人權保障的

基柱，月旦法學雜誌，第 238 期，2016 年 3 月，頁 275-276。 
23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 Article 11. (1)：“Everyone charged with a penal offence has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in a public trial at which he has had all the 

guarantees necessary for his 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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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24
。 

第二款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承前，「世界人權宣言」在人權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揚櫫諸多應加以

保障之普世價值的基本人權，卻有著欠缺執行強制力的弱點。西元 1976年 3月 26

日聯合國大會公布生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二者併稱為「兩公約」。制

定目的在於落實聯合國 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並致力為全世界人民建立

權利保障，因此兩公約內容和世界人權宣言具有某程度上相似性，此三份國際法文

件，被併稱為「國際人權法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在聯合

國多數會員國簽署及支持下，肯認了「世界人權宣言」及「兩公約法」中所宣告之

一連串公民權利為普世人權範疇，同時也建立了全世界最低度的人權保障標準25。 

    在兩公約所引領的人權維護風潮中，就包含以無罪推定保障被告司法程序權益。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條第 2項：「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

前，應推定其無罪。」將無罪推定權利視為公平審判之一環26。此外，「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監督機關─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該公約之具體實踐通過一系

列的一般性意見，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 1984年第 21屆會議發布的第 13

號一般性意見第 7點對公政公約第 14條第 2項無罪推定在司法程序中具體操作為以

下指示：「推定被告無罪，證明指控的責任將落在起訴一方身上，被告則推定是無辜

的。指控若未得到確實證明不得推定被告有罪。此外，推定無罪的規定還包含獲得

該項原則所規定的處遇的權利。因此，所有政府機關不應對審判結果作出任何預斷。」。

2007年第 90屆會議發佈一般意見第 32號27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操作也表示：「根

據第 14條第 2項，凡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證明有罪之前，應假定其無罪（have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24

 蕭仰歸、陳荔彤，同前註 11，頁 170-172。 
25

 Eckart Klein，同前註 22，頁 276。 
26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icle 14 2.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27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wenty first session, General Comment No. 13：Article 14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1984）.Human Rights Committee, Ninetieth session, General Comment No. 32：Article 14 Right to 

equality before courts and tribunals and to a fair tri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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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推定是人權保護的基礎，要求檢方提供控訴的證據，保證在排除所有合理懷疑

確定有罪之前，應被視為無罪，確保對被告適用無罪推定原則，並要求根據此原則

對待受刑事罪行指控者。所有政府機關有責不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例如不得發表

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有罪。被告通常不得在審判中戴上手銬或被關在獄中，或將其指

成危險罪犯的方式出庭。媒體應避免做出會損及無罪推定原則的報導。此外，審前

羈押時間的長短並不能說明罪行情況和嚴重程度指標。拒絕保釋或在民事訴訟中的

賠償責任判決並不會損及無罪推定。」人權事務委員會在本號一般性意見中把無罪

推定的具體內涵總括成三項操作要點，分別為：一、推定無罪的效果，在於刑事程

序中舉證責任的分配，應由檢察官負責證明被告有罪。政府機關並應中立，心證不

得偏頗。二、證明有罪前被告享有符合人性尊嚴的合理保障及待遇，政府機關與媒

體輿論之說明與報導應符合無罪推定。三、羈押制度、拒絕保釋與民事責任並不違

反無罪推定。 

    我國立法院於 2009年 3月 31日批准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批准之前，立法院為落實該二國際公約之實行，已制

定上開二國際公約的施行法，並於 98年 4月 22日公布。自此，上開二國際公約的

內容，依照兩公約施行法第 2條：「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已屬國內法之一部分，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時，對於兩公約內容應併予

落實，而學者進一步指出，兩公約施行法第 4條指述政府機關，應包含司法機關，

因而法院法官審理案件須斟酌兩公約之內容並受其拘束28。兩公約內國法化後，公政

公約第 14條依司法院釋字第 329號解釋取得內國法律位階、甚至更有高於法律的效

力，自此無罪推定做為我國法原則需為各界所遵守，又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兩公約

條文疑義所做成的意見書對無罪推定原則的闡釋與操作標準，亦得為我國法制參

照。 

第三款 歐洲人權公約 

    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於 1950年由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做成於羅馬，非全球性

                                                      
28

 兩公約施行法第 4 條：「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

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陳清秀，兩公約實踐與賦

稅人權保障，法令月刊，第 62 卷 2 期，2011 年 2 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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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公約，而是區域性國際公約，只限歐洲理事會會員國加入
29
。歐洲人權公約被

稱為歐洲理事會「旗艦」條約，作為歐洲法律整合的指標，當中訂有許多人權保障

規範，要求各締約國共同遵守，對於歐洲理事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30。 

    歐洲人權公約第 1條：「各締約方應確保在其管轄下之每個人享有本公約第一節

所規定之權利與自由。」可見其主要目的在於追求管轄下之所有公民享有受保障之

公民權利、自由與安全之權利、免於受不人道或有損人格的待遇等，與公政公約同

樣希冀建立起人權的最低度保障界線。公約因對於各國法律的影響力極大，使其在

區域性國際公約中享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更被視為歐洲憲法中之一章31。 歐洲人權

公約的簽署對於人權的發展有實質性的重大影響，因其作為國際上第一個「有訴訟

性」的條約。公約第 19條32規定，設立歐洲人權法院，而該法院的地位，作為歐洲

理事會系統下的審判機構，依據公約第 32條
33規定管轄權及於所有有關解釋及適用

歐洲人權公約和議定書相關事項，受理個人申訴與國家申訴案件，而經由歐洲人權

法院做出的判決，對締約國具有強大的法律拘束力。 

    公約第6條第2項為公平審判權利規範，當中蘊含無罪推定精神「因可罰行為之

被告者，於其犯罪被依法證明之前，需推定其無罪。」34條文文字雖僅做原則性規範，

但影響深遠且廣泛，關於緩刑撤銷、刑事追訴賠償、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議題的討

論，都可透過本條意涵實現。復鑒於條文對於無罪推定概念詮釋過於簡略，2006年4

月歐洲聯盟35發表「無罪推定綠皮書」（Green Paper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目的在於整合各聯盟國間對於無罪推定概念的歧見，旨在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合作，

                                                      
29

 歐洲人權公約全名《歐洲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保護公約》。 
30

 廖福特，歐盟與歐洲人權公約，月旦法學雜誌，第 62 期，2000 年 7 月，頁 89-91。 
31

 廖福特，歐洲人權公約，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8 期，1999 年 12 月 31 日，頁 58-59。蕭仰歸、陳

荔彤，同前註 11，頁 176-180。 
32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icle 19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rt：“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rt To ensure the observance of the engagements undertaken by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 

Convention and the Protocols thereto, there shall be set up a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urt”. It shall function on a permanent basis. ” 
33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icle 32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1.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shall extend to all matter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Protocols thereto which are referred to it as provided in Articles 33, 34, 46 and 47. 2. In the event of dispute 

as to whether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the Court shall decide.” 
34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icle 6（2）：“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shall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35

 1993 年 11 月歐洲聯盟接受歐洲人權公約。「歐洲聯盟條約」第 6 條：「本聯盟應當遵守 1950 年

11 月 4 日於羅馬簽署『歐洲人權公約』保障內容，源於各成員國共有之憲法傳統的各項基本權

利作為共同體法律的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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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為了加強個人權利保護
36
。該綠皮書內列舉了多項無罪推定所設的具體內容

深值為參，以下就綠皮書所載數項重點粗略介紹：（2.1.）被告經依法審判前，法院

或其他官方機關不得宣告其有罪，但排除相關機關告知偵查及犯罪嫌疑、（2.2.）審

前羈押（pending trial）不違反無罪推定、（2.3.）起訴之一方負責舉證，並應排

除以合理懷疑作為被告有罪之證明，有疑時利益歸於被告、（2.4.）不自證己罪特權、

（2.5.）被告享緘默權、（2.6.）被告無提供證據義務、（2.7.）缺席判決程序的被

告仍享無罪推定的保障、（2.8.）恐怖主義被告同受無罪推定保障，但得對其加以限

制，為此等限制必須合於目的且經比例原則檢驗、（2.9.）無罪推定原則於法院發現

被告有罪時終止，但會員國得自行決定其終止時點。無罪推定綠皮書中所提的九點

結論，是歸納於歐洲人權法院所作之見解。就各點觀察發現，人權法院不將本條作

為宣示性規定
37，而是將無罪推定具體作為刑事程序中舉證責任分配的標準。公約第

6條第2項將證明負擔置於控方，要求控方指控內容須由其證明38的方式，作為無罪推

定的核心內涵，因此無罪推定原則將與刑事程序中事實認定的部分有重大連結，並

以事實釐清後（座實被告有罪）作為本原則適用的終結點，也因此會得出綠皮書（2.9）

的適用終結點定為「依法證明被告有罪時」的結論。  

    無罪推定精神，在國際間具有絕對不可撼動的價值，從聯合國到歐洲人權公約

中都有明文加以規範，其他諸如美洲人權公約（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39、非洲人權及民族權利憲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national 

rights ）40也明定相對應規範，可見該原則就世界各國人權法治精神的發展影響甚

鉅。且同為許多國家亦明文訂定於憲法當中：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第 11條41、西

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及瑞士等國亦同。自此以觀，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追求

與實踐，各國雖不盡然相同，惟無罪推定作為司法訴訟程序對被告權利保障的最低

價值不容質疑。 

                                                      
3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reen Paper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p. 3 et. seq.（2006） 
37

 柯耀程，同前註 6，頁 20-21。 
38

 尚佩瑩，無罪推定與舉證責任轉換─以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為借鏡，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0 年，頁 20-21。 
39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icle 8.2：“    Every person accused of a criminal offense has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so long as his guilt has not been proven according to law. During the 

proceedings, every person is entitled, with full equality, to the following minimum guarantees……。” 
40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national rights Article 7.1.b：“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by a competent court or tribunal.” 
41

 崔雲飛，無罪推定之具體實踐─以歐洲人權法院判例法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6 年，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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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歷史角度的再觀察 

    自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君權神授思維已不再為人民所信仰，啟蒙運動人士

高倡天賦人權的概念自由思潮隨之興起，帶動司法審判本質及權利概念本質上的轉

變；其中，法治國原則下保障人權的無罪推定原則發展至今，已經帶有普世價值為

各國司法體系所推崇遵循。但無罪推定原則具體內容的闡釋與演變，除自最早期的

經典記載脈絡研究外，同時也緊扣著對於訴訟審判制度建立取捨的影響。前文就該

原則為現今各國所肯認的普世價值地位為概述，然不可忽略的是，在各國家互異的

法治背景下，無罪推定也會存在不同的面貌，以下欲就法系脈絡的發展下對於無罪

推定概念為不同角度的分析。    

    在現代審判制度的建立之前，所有國家的法律現貌皆立基於國家發展的歷史背

景上。於西元十三世紀左右，各國之間由於產生背景與發展取徑不同，逐步發展出

了「英美法系」與「歐陸法系」就審判程序類型定位的區別。自結論已觀，英美法

系下所建立的審判體系，以「控訴制度」（accusatorial）為主，重視訴訟當事人間

對審式、競技式的審判模式、客觀中立的法官或陪審團及重視證明責任。而歐陸法

系，則採納「糾問制度」（inquisitoral）
42
，著眼於建立由法院法官主導的審判程

序43，重視法官指揮訴訟的權能，並由其職掌證據的蒐集與真相的發現。在此二者相

異的法制背景及訴訟模式上，培養出的無罪推定原則自然有其差異。以下就英美及

歐陸法系下無罪推定原則之發展為說明，探求無罪推定原則歧異涵義的源頭。 

第一款 英美法制 

    英美法系下的無罪推定概念究竟如何操作？有認英美法系下的無罪推定，繼承

自羅馬法「有疑唯利被告」（in dubio pro reo）、亦可能源於英國習慣法。在英美

法制國家的刑事程序中，採行刑事訴訟當事人間地位平等，法官以客觀中立第三人

立場主職裁斷的控訴原則。無罪推定做為由起訴一方肩負排除一切合理懷疑，使法

                                                      
42

 黃朝義，刑事訴訟制度本質論─從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論起，收錄於《甘添貴教授七秩華誕祝

壽論文集下冊》，2012 年 4 月，頁 599-560。詹朝欽，自白於中世紀基督教神學之意涵─以宗教審

判為中心，法學新論，第 39 期，2012 年 12 月，頁 129-130。 
43

 本文英美法系採用控訴主義，歐陸法系與職權進行分類，乃近代學者就審判型態的盛行與緣起所

做的分類，並非歷史上的絕對。例如英美法代表英國於都鐸王朝（House of Tudor，1485~1603）

也曾採行糾問審判制度，如星室法院（Star Chamber）及高等宗教法院（Court of High Commission）。

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2007 年 9 月，二版一刷，頁 64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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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形成有罪心證責任的程序原則
44
。伴隨著司法審判系統的茁壯，於十七、十八世紀

間，無罪推定在英國民事、刑事訴訟程序中適用成熟，且主要將其引用作為控方負

擔證明責任的證據法原則，在英美法系之下，無罪推定的具體實現在於做為證據法

則。 

    以英國法為例，該國為不成文國家，但作為歐洲理事會的成員國，亦肯認 

無罪推定的精神。儘管如此，英國皇室仍於 1998年批准通過「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並於 2000年正式生效，人權法的制定目的在於內國法化歐洲人權公約

的內容，使之具有內國法的效力與爭訟力
45。是而，自十三世紀的大憲章簽訂至 2000

年人權法通過，無罪推定覆蓋了英國主要刑事訴訟程序，其對該國法制影響力有目

共睹。在盎格魯薩克遜法系下無罪推定的具體運作和舉證責任是連結在一起的，必

須由檢察官舉證讓法官（或陪審團）形成無合理懷疑心證，以此推翻被告的無罪推

定保障。少數情況下雖有可能舉證責任導致由被告證明無罪，但原則上法定證明的

義務仍應由起訴的檢察官負責
46。無罪推定在訴訟程序作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確立於

1935年的上議院判決47，上議院法官見解認為在無罪推定底下檢察官有義務證明被

告有罪的義務，並在舉證失敗時承擔不利結果，該判決中並將檢察官的舉證負擔諭

為金線（golden thread），藉此表徵其作為無罪推定的意涵與訴訟上的重要意義48。

也因英國法將無罪推定原則用以為舉證分配標準，在適用時點上亦有更為精準的劃

分，可茲為我國參考。英國審判司法採行陪審制，犯罪事實之認定僅於第一審程序

中進行與認定，陪審團為無罪或有罪之評決於第二審中不容易變更，第二審的審理

目的在於指謫第一審程序是否有瑕疵，故無罪推定原則，原則上僅適用第一審，而

不適用於上訴審的程序49。換言之，因為陪審團對於「事實」之認定，不可能在二審

被推翻，而二審對陪審團有罪判決之推翻，其基礎乃建立於程序上之法令違背50。另

一方面，在英國審判程序中對於公（審）判程序之法的規範較為重視，相對地，關

於偵查階段適用則非重點所在。蓋因在公（審）判程序發動時，對審的情形方得清

                                                      
44

 蕭仰歸、陳荔彤，同前註 11，頁 166-168。 
45

 Christine Sypnowich, Taking Britain's Human Rights Act Seriously, 58 U. Toronto L.J.,105-106（2008）. 
46

 Mario Caterini,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Europe :Developments in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 8 

Beijing L.Rev. 100, [i] , 103（2017）. 
47

 Woolmington v. DPP A.C. 462（1935）：“…But while the prosecution must prove the guilt of the prisoner, 

there is no such burden laid on the prisoner to prove his innocence and it is sufficient for him to raise a doubt 

as to his guilt; he is not bound to satisfy the jury of his innocence.…” 
48

 Gavin Dingwall, Statutory Exceptions, Burdens of Proof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of 1998, 65 Mod. L. Rev. 

450-451.（2002）. 
49

 黃惠婷，無罪推定原則之探討，月旦法學教室，第 50 期，2006 年 12 月，頁 96。 
50

 黃朝義，同前註 16，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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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展現，方有推定當事人之一方為無罪之意義。易言之，英國法下的無罪推定屬於

證據法則舉證責任分配的核心，其發動限於涉及依證據認定個案事實的部分。 

    再以美國法為例，美國曾受英國殖民統治，自脫離英國獨立後在司法程序上同

樣繼承控訴原則的脈絡，在法制上彼此亦互為影響
51。美國憲法或聯邦法律中雖無無

罪推定的明文，但多數見解仍認美國的無罪推定原則源於聯邦增修條文第 14條之正

當法律程序。在無罪推定原則的操作上，從美國最高法院著名判決的範本中可見，

認為被告人有罪必不可少的因素必須是「證明其罪行」，並且要證明達沒有任何合理

懷疑的程度。聯邦最高法院多次做出判決表示，無罪推定於刑事程序上之展現同樣

落實在舉證責任及證明法則上，在 1895年 Coffin v. United States52一案判決中

聯邦最高法院指明：「…一個犯罪的指控無法成立，必須有證據合理顯示被告有罪且

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下，除非被告被證明有罪，否則應釋放之。

這是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當公民接受指控時須為有利於其判定的結論，當其被指控刑

事犯罪時，除非能被證明是有罪的，否則被告必受宣告無罪53。…」聯邦最高法院在

Coffin一案所做的法律見解為其後實務所認同，並於 1976年的 Estelle v.Williams

判決中再次重申。在美國，無罪推定精神被聯邦最高法院普遍承認，作為一個無庸

置疑、不證自明的基礎法學概念，為法定證據制度及舉證責任分配的基石，在訴訟

程序的具體實踐上則是作為有利於刑事被告的舉證分配原則，著重在於由控方肩負

證明被告有罪之責54。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有罪到使法官產生無庸置疑的心證程度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當法院或陪審團達到被告有罪的確信心證後，無

罪推定對被告保障自此告終。同時，刑事審判程序設計上也審慎要求避免陪審員於

審判前有罪預斷的形成，法官陪審員心證形成的依據，僅得以於審判中依法提出之

證據。以美國刑事程序開啟前 Voir Dire程序為例，要求候選陪審員必須經過檢察

官及辯護律師簡易的詰問篩選後方得為正式陪審員，此舉即在排除對個案有偏見（諸

如：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或精神能力不正常的陪審員進入審判程序55。而聯邦最高

                                                      
51

 Mario Caterini, supra note 46 , 104. 
52

 Coffin v. United States 156 U.S. 432（1895）. 
53

 Id. “A charge that there cannot be a conviction unless the proof shows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does not so entirely embody the statement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s to justify the court in refusing, 

when requested, to instruct the jury concerning such presumption, which is a conclusion drawn by the law in 

favor of the citizen by virtue whereof, when brought to trial upon a criminal charge, he must be acquitted 

unless he is proven to be guilty.” 
54

 王兆鵬，同前註 43，頁 16。蕭宏宜，無罪推定的實有與流變，收錄於《法務部廖正豪前部長七

至華誕祝壽論文集》，2017 年 7 月，頁 16-20。林鈺雄，無罪推定原則於撤銷緩刑及假釋之適用

─歐洲法、德國法與我國法之比較評析，政大法學評論，第 117 期，2010 年 10 月，頁 229-232。 
55

 王兆鵬，同前註 43，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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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 1978年 Taylor v. Kentucky一案
56
中表示：「…在刑事案件中，無罪推定原

則傳達了一個特別且有用的提示，超出了關於舉證責任的另一种形式。它提醒陪審

團依據法定證據所得出之結論判斷被告是否應起訴、不起訴或是逮捕。換言之，除

了涉及據證責任的分配要求通過證據以說服陪審團認定被告是有罪的；同時無罪推

定也要求，陪審團應特別謹慎，在他們判斷的材料中，除了證據之外，不應考慮其

他事由。」本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直接明瞭的展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美國審判法制上

的定位，同時也展現了美國舉證責任制度的建立，以無罪推定原則為本，同時對於

陪審團的中立客觀心證有所要求。 

     從英美法制歷史進程中，無罪推定原則在英美法系下可歸結出二項特徵：其一、

作為證明法則適用。將無罪推定原則和證明法則結合，是英美法國家訴訟法制程序

的特性。無罪推定作為舉證分配和證明法則，強調負擔舉證責任之人（控方）需負

擔推翻被告所受無罪推定的責任，控方須舉證證明被告有罪達無合理懷疑的程度；

其二，負責認定被告有罪與否的司法單元，應僅就法庭審理中所呈現的證據判斷被

告是否有罪，換言之，即要求由心證公正無偏頗之人職司案件的審理。 

    是無罪推定原則對英美法制的影響，具體且明顯的落實在證據法則中。自近年

法制變遷觀察，更可發現英美兩國皆傾向針對無罪推定操作效果作限縮。蓋英美法

系下無罪推定主要作為舉證責任分配適用，然實務操作上在特定案件之中則有限縮

適用範圍的趨勢，最明顯的體現在於程序進行中，允許在檢方、法官或陪審團在證

明被告確實有罪之前對其為不利益的推斷或處分。以英國為例，1995年 3月 1日英

國頒定「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

生效後，有別於舊法規定，新法下被告拒絕於審判中作證，拒絕的內容得可據為證

據使用57；被告在警詢期間拒絕陳述之沉默，亦得據為對被告不利證據58。據此，在

證據判斷法則之上，縱然被告尚未為完全證明有罪，但審判者仍得做出被告不利益

                                                      
56

 Taylor v. Kentucky 436 U.S. 478, 485（1978）. 
57

 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 Section 35 （2）：“Where this subsection applies, the court shall,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satisfy itself （in the case of proceedings on indictment 

[with a jury] , in the presence of the jury）that the accused is aware that the stage has been reached at which 

evidence can be given for the defence and that he can, if he wishes, give evidence and that, if he chooses not 

to give evidence, or having been sworn, without good cause refuses to answer any question, it will be 

permissible for the court or jury to draw such inferences as appear proper from his failure to give evidence or 

his refusal, without good cause, to answer any question.” 
58

 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 Section 36. 王兆鵬，緘默之證據能力，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4 卷，1999 年 10 月，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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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證
59
。 

    相同操作也可見於美國法中，聯邦最高法院曾表示被告在訴訟程序中緘默表示

不得採為犯罪成立與否的實體證據60，此乃美國憲法第 5修正案所保障之權利藉此避

免被告因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卻反招不利益。但美國法縱然原則上禁止評價被告

緘默，卻例外在於被告未受權利告知（米蘭達告知）前的緘默是得為彈劾證據的，

用以彈劾被告陳述的可信度
61。當被告在法庭上作證時就訊問內容為部分緘默時，法

官或陪審團得就緘默內容做對被告不利推定，或者是被告於法庭上選擇性緘默，陪

審團得就沉默之部分得出不利被告判斷
62。此種現象，出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實現，

摻入與現實妥協之元素，縱然是以無罪推定原則作為認定事實的基礎，惟在依一般

人之經驗法則都能得出相同且不利於被告之判斷時，仍得做出不利於被告決定。 

    綜觀英美法制，其對無罪推定的闡釋及實務的運作隱含著衡平真實追求及具體

可操作的工具化傾向。蓋如過度原則化無罪推定，將使訴訟程序窒礙難行，也可能

迫使執行刑事訴訟公務員做出違反經驗法則的非自由心證判斷。例如在性侵害審理

程序中，各國為保護被害人免於二度傷害，可能採取證人、被告隔離訊問。此種訊

問模式，其實暗藏法院心證認定被告對於被害人的潛在危害疑慮，有違反無罪推定

之可能，但為了兼顧其餘刑事訴訟目的實現、以及追求程序順行，適度的限縮無罪

推定的適用範圍為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必然導向63。在英美法制發展歷史上，即是一連

串對於無罪推定射程範圍合理限制的討論，透過普通法的累積，以無罪推定作為舉

證責任分配之基石，並在此一基礎上，尋求得有效保護被告而不犧牲發現真實等其

他刑事訴訟目的追求的平衡點64。由此以觀，英美法下的無罪推定並非無懈可擊，蓋

法律上的「推定」本就可加以推翻。 

                                                      
59

 有論者認於 1995 年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頒布施行後，英國的緘默權即告「壽終正寢」，無論被

告於偵訊期間拒絕證言或審判期間拒絕證言，法官跟陪審團都可據此認為其有罪或為不利判斷。

劉海倫，緘默權之理論與實務，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106。 
60

 Griffin v. California,380 U.S. 609（1965）. 
61

 Jenkins v. Anderson 447 U.S. 231（1980）. 
62

 蕭百麟，緘默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軍法專刊，第 60 卷第 5 期，2014 年 10 月，頁 136-137。

黃朝義，同前註 16，頁 10-11。 
63

 林鈺雄，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二），2012 年 3 月，初版，頁 301-302。 
64

 孫長永，閆召華，無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較研究—一種歷時分析，現代法學，第 4 期，2010 年 4

月，頁 130-137。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21 
 

第二款 歐陸法系 

    歐陸法系下的無罪推定，發展可謂一波三折。歐陸法系歷經審判模式的改革，

自傳統糾問過渡到彈劾制度之過程，對於無罪推定概念流變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

十三至十九世紀歐陸法系受到教會審判的影響深遠，糾問審判在刑事司法程序的廣

泛運用，起源於教會審判下對於取得被告自白作為證據的重視，連帶產生的後果是

審判單位不計一切代價的取得自白，刑求逼供、威脅利誘被告之情事連帶產生
65。縱

然透過該等非法手段確實有利於自白的獲取，但在證實被告確實有罪之前，被告因

此所受的身體及心理所受的虐待卻已無法回復，而自白的真實性也遭受懷疑。雖然

前文提及在西元前即有類似無罪推定原則存在，但在宗教法庭（教會審判）時期，

教會為求取得自白，高權者（教父等神職人員）往往積極要求甚至脅迫虐待受審者

作出自白。因自白陳述者和聽取者之間產生了極具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是為「牧羊

人權力」（pastoral power）。「牧羊人」象徵教會的高權，而「羊群」即為信徒。信

徒為求救贖，必須承擔義務；與之相對，出於幫助羊群（信徒）獲得救贖，牧羊人

因此獲得強制性的權力66。取得強制手段的宗教高權者，出於使信眾獲得救贖的目的，

往往透過折磨或隔離的方式對其施以磨難，讓信徒對其犯罪行為為懺悔。教會審判

對司法程序的影響，反映在審判單位為了取得被告自白（告解，confession），而透

過刑求虐待的方式施以處罰以達到其目的。在宗教審判的浸淫下，刑求逼供的方式

成為審判程序中受默許的手段藉此清洗罪孽及洗清汙穢的工具，然而，被告卻須面

臨在判決有罪之前即被施以身心靈的處罰67。是受宗教審判影響，十二世紀以來歐陸

刑事案件審理模式都以「糾問訴訟」為主流68，被告被迫面臨遭受不正當的刑求方式

作出不利於己的自白並以之為證明自己有罪判決的要素。同一時間女巫審判、政治

審判、異教徒審判層出不窮，自為一套審判系統，造成層出不窮的誤判及凌虐受審

者等弊病產生。於此時代背景下，無罪推定在可謂是一個刻意被忽略的價值，直言

之，是一個被現實扼殺的原則69。 

    鑑於不合理的刑求行為在審判程序中為濫用，啟蒙時代法儒貝卡利亞 1764年在

                                                      
65

 黃朝義，同前註 42，頁 559。王兆鵬，同前註 43，頁 641-643。 
66

 詹朝欽，同前註 42，頁 137-138。 
67

 馮基源，自白結構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129-147。 
6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0 年 9 月，六版，頁 50-51。 
69

 孫長永、闫昭華，同前註 64，頁 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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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作對於不計後果得到自白的審判形式提出批判。以此為基礎及人民聲浪中，1789

年法國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第 9條：

「所有人直到被宣告有罪之前，都應被推定為無罪，而即使逮捕被判定為必要的，

一切為羈押人犯身體而不必要的嚴酷手段，都應當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清楚揭

示無罪推定精神，標誌著無罪推定的精神在歐陸法系下的正式建立。而歐陸法下所

重視的無罪推定，其所蘊含的精神在禁止對被告在審判證明有罪之前被施予非人道

行為與侵害人性尊嚴的處罰，同時象徵著對於國家不合理的侵害人權手段的杜絕。

基此，歐陸法下的無罪推定原則有著超越證據法則的內涵。自貝卡利亞「犯罪與刑

罰」問世及法國人權宣言做成之後，法學家多重視糾問式下審判底下拷問手段及非

人道、非理性的審判程序改革，致力於創立合於正當法律程序並落實人權保障的審

判體系
70，而無罪推定作為被告人身安全的原則即可想像。換言之，被告被證明危及

社會前，其所有社會地位及應享有權利都不應該被剝奪，嚴禁國家權力以暴力的外

觀加諸於被告身上71。 

    宗教審判下的糾問審判形式對於歐陸法系的無罪推定所生影響，使無罪推定於

歐陸法的發展一度凌駕於證據法則。當中第二個對於歐陸法無罪推定原則的影響在

於對訴訟程序進行與證據調查的方式採取「職權主義」的價值選擇，早期羅馬法採

行「當事人進行主義」，但至羅馬帝國時期法制興起職權主義精神72。歐陸國家法制

的崛起，本身即承繼於羅馬法與教會法制，在二者影響下，再加上民族國家的興起，

歐陸國家約莫在十五世紀發展出「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在十八世紀在法國大革

命、拿破崙時代之後職權主義奠定基礎，迄今仍為諸多歐陸國家所採73。職權主義滋

長於宗教法庭的溫床，因而也承繼大量糾問主義的想法，發展至近代司法雖於訴訟

過程中導入了承認被告主體地位的精神，但職權主義的核心理念仍架構於國家價值

與公共利益的追求，故在個人價值與國家公益兩相比較之下，個人價值相對式微。

一言以蔽之，職權主義更在乎「國家權威」於司法程序中的展現。在職權主義模式

發展進程中，最初證明所提出相應事實的主要責任由法院法官所承擔，在提出初步

                                                      
70

 John Henry Merryman and Rogelio Pérez-Perdomo,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s of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24-133.（2007） 

71
 李茂生，釋字六五四號羈押法檢討座談會，臺灣法學雜誌，第 126 期，2009 年 4 月，頁 63。 

72
 早期羅馬法就後世歐陸法制建立影響極深，詳參何勤華，論羅馬法對歐陸大陸法的影響，行政，

第 16 卷第 60 期，2003 年，頁 451-462。 
73

 陳淳文，法國刑事預審制度演變之研究，歐美研究，第 26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頁 97-99。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Nancy J. King,Criminal Procedure, Thomson Reuters Publishing, 32-4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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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認定被告有犯罪疑慮時，主掌審判的法院或法官應積極承擔釐清案件和提出證

據的責任，包含訊問被告或證人及蒐集、調查證據等任務，也因為如此舉證責任分

配在職權進行主義國家下並非重大問題，在技術上自不存在由任何一方負擔舉證問

題
74。因此，職權主義下所強調的無罪推定，所重者並非舉證責任負擔分配，而是法

官本身必須將被告有罪的事實轉化為有罪判決的證據要求75。易言之，歐陸法下無罪

推定的展現抽象的涵蓋整個刑事訴訟程序：諸如嚴格限制羈押或其他侵害被告人身

基本權利強制處分的發動、為了避免國家機關打著落實國家司法權的口號，恣意的

侵害被告或他人的權益、要求法官對於證據形成心證的要求。歐陸法國家有了在糾

問審判時期的切身慘痛經驗，對於無罪推定的適用要求，更重視被告主體地位與人

性尊嚴的不可侵性，也禁止在依客觀證據證明被告有罪之前的國家恣意侵害76。 

    以德國為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肯定無罪推定源於德國基本法第 20條第 3

項法治國原則下一環
77，為刑事程序法中賦予被告正當程序權限，本條也被視為人性

尊嚴的具體化78。但縱使在德國基本法中並沒有條文明文提及無罪推定，但透過簽署

歐洲人權公約後，公約第 6條 2項亦確立無罪推定在德國法律中的價值79。德國刑事

審判模式採行職權進行主義，法院主導證據調查並指揮訴訟進行的審判模式下，自

無須對舉證責任法規設計過度著墨。但由於憲法基本權利位階又過模糊，歐洲人權

公約 6條 2項的內容並無特殊之處、亦無具體運作之教示。因此德國實務操作無罪

推定原則之標準，便有賴法院與歐洲人權法院所作出的判決累積並建立起無罪推定

原則的操作規範和在程序進行中的具體框架80。縱然德國無罪推定用以作為彰顯於憲

法上的權力，且通篇適用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然而在欠缺聯邦法院或歐洲人權法院

見解做成時，就保障人權目的達成，仍須附隨於法院作成的個案判決以及隨之累積

                                                      
74

 蕭宏宜，同前註 54，頁 16-18。王兆鵬，同前註 43，頁 646-647。黃朝義，同前註 42，頁 560。 
75

 Hans-Heiner Kühne, Strafprozessrecht, 8.Aufl., 2010, S. 196. 
76

 孫長永、闫昭華，同前註 64，頁 134-136。 
77

 Art. 20 Abs 3 GG：“Die Gesetzgebung ist a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die vollziehende Gewalt und 

die Rechtsprechung sind an Gesetz und Recht gebunden.”（立法權應受憲法之限制，行政權與司法權

應受立法權與法律之限制。）林山田，論刑事程序原則，臺大法學論叢，第 28 卷第 2 期，1999

年 1 月，頁 94-95。 
78

 有學者認德國法之無罪推定原則源於基本法第 28 條（republikanischen, demokratischen and sozialen）。

Mario Caterini, supra note 46, 106. 亦有認係自德國基本法第 1 條第 1 項的人性尊嚴提出者。Olaf 

Kieschke, Die Praxis des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s für Menschenrechte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as 

deutsche Strafverfahrensrecht, 2003, S.194-195. 
79

 BVerfGE 19,342.“Diese Unschuldsvermutung ist zwar im Grundgesetz nicht ausdrücklich statuiert, 

entspricht aber allgemeiner rechtsstaatlicher Überzeugung und ist durch Art. 6 Abs. 2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auch in das positive 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eingeführt worden.” 
80

 林鈺雄，同前註 54，頁 229-232。陳宗奇，同前註 8，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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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歐洲人權公約註釋書（Kommentar）
81
。而歐洲人權法院對於無罪推定的具體

操作可見於 1963年 Austria v. Italy一案，本案中歐洲人權委員會奠定了刑事訴

訟舉證責任由控方負責的標準。其後 1988年的 Barberà, Messegu and Jabardo v. 

Spain做成後
82，也奠定無罪推定作為舉證責任與證據評價法則以及有疑為利被告原

則的上位概念，屬於公約第 6條的 2項無罪推定的基本內涵83，作為歐洲人權公約會

員國的德國，亦應受歐洲人權法院的拘束，而在歐洲人權法院見解中，也將審判程

序中的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法則做高度連結。 

    英美法系及歐陸法系沿革至今，都不約而同的揚棄了傳統「糾問制度」，至今亦

多數採用彈劾制度作為審判形式，殊途同歸；並同受啟蒙思想的洗禮，逐步重視起

人權的發展，尊重刑事程序被告程序主體的地位。是二者間今日並不存在孰優孰劣

差異
84，但在無罪推定原則概念上卻存有不同的理解。就結論而言，英美法系或歐陸

法系之間並無差異二者都接納並推崇無罪推定的精神85，但於觀察後可以發現儘管都

是出於體現人權維護及法治精神的力行，但二法系在實際於刑事程序的表現上卻存

有細微的相異之處，此為無罪推定的定義各國間複雜不一的起因。在英美國家下，

採納當事人進行主義，無罪推定的價值，在於提升程序進行的公正性和當事人間的

對等，檢察官不因代表國家而享不計代價發現真實的權力、被告賦予合理適當權限

來抗衡國家高權，而職司審判的法官則須全然公正無私。如此的審判情境的建立，

則透過舉證責任分配實現將舉證不利益歸責於控方身上，兼及搭配陪審團制度來具

體實現英美法系下的無罪推定原則。反之，歐陸法系的無罪推定，重視人權的維護，

國家不合理的侵害行為應阻止，並保障被告於刑事司法程序中不受到國家恣意的基

本權侵害行為。 

                                                      
81

 林鈺雄，同前註 54，頁 230。林鈺雄教授於該文註解 6 有詳細說明。 
82

 ECHR ,Barberà, Messegué and Jabardo v. Spain,（1988）“77. Paragraph 2 (art. 6-2) embodies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t requires, inter alia, that when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the members of a 

court should not start with the preconceived idea that the accused has committed the offence charged;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prosecution, and any doubt should benefit the accused. It also follows that it is for 

the prosecution to inform the accused of the case that will be made against him, so that he may prepare and 

present his defence accordingly, and to adduce evidence sufficient to convict him.” 
83

 林鈺雄，無罪推定作為證據責任及證據評價規則─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及評析，台灣法學雜誌，

第 145 期，2010 年 2 月，頁 139-140。崔雲飛，同前註 41，2006 年。 
84

 柯耀程，刑事程序理念與重建，2009 年 9 月，頁 7-9。 
85

 柯耀程，刑事訴訟目的與「無罪推定原則」，收錄於《刑事訴訟之運作─黃東熊教授六秩晉五華

誕祝壽論文集》，1997 年 11 月，頁 438-440。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161-163。惟本文認，無罪推

定蓋為普世價值，各法治國家無論是採取職權進行主義抑或當事人進行主義皆肯認之；然而在落

實該原則時所展現之程序態樣（手段）仍有其差異。此差異，亦間接導致我國現今美派、德派學

說歧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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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與歐陸法系因審判形式使用上差異，對於無罪推定的具體操作有有落差。

但今日英德兩國都納入了歐洲人權公約締約國，依照公約第 45條規定，歐洲人權法

院管轄權及於締約國提交給法院的關於對公約的解釋和適用方面的一切案件。而公

約第 52、53條明訂各簽約國必須要受到歐洲人權法院判決效力拘束，故在歐洲理事

會的帶領下歐洲各國的人權法制未來將逐步走向統合。 

第五項 我國法制 

    無罪推定在法制史上存有不同面貌及意義，具有多層次且複雜的內涵，在英美

法系及歐陸法系之下各有歧異內涵展現。反觀我國，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多係承繼他

國而來，無罪推定本身雖早受先進民主法治國家所推崇；然於我國卻遲至民國 88

年首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後，方有成文化的倡議，更是到民國 92年才增訂刑事訴

訟法第 154條第 1項，本條為無罪推定在我國司法程序中明文化之首見，是為人權

保障的一大進步。在本條增訂以前，我國實務見解分歧，有依照當時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及第 301條的 1項據以為無罪推定之規範者86；亦有持有罪推定的實務見解，

惟該等採用「有罪推定」相關判決判例，已於最高法院 90年第 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廢止適用87。至此，無罪推定作為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應遵守之原則，已臻明確88。 

    無罪推定的我國適用不單作為司法程序應遵循的原則，也可能進入法律之外的

生活中的道德層面，其重要性可見一斑。在刑事司法領域中，最廣為認知是作為人

權保障的警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也曾於解釋中多次提起。在具體進入法律位階的

討論，更是作為被告在司法程序中的訴訟防禦權之一抑或為證據法則的上位原則，

然其目的仍不外乎在追求實體真實的發現與保障人權二者，又無罪推定的界線應如

何劃分才得兼顧兩個立法目的而不偏廢？以及適用至今已迄25年的刑訴第154條第

1項是否有待微調改正使其臻於完善之處？皆為本節探詢者的問題。 

                                                      
86

 民國 91 年 2 月 8 日修正前刑訴第 161 條：「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有舉證責任。」、民國 95 年 6

月 14 日修正前刑訴第 301 條：「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行為不當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87

 林永謀，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從最高法院決議不再援用二十五年上字第三七○六號刑事判例說

起（上），司法周刊，第 1063 期，2001 年 12 月，第 2 版。林永謀，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從最

高法院決議不再援用二十五年上字第三七○六號刑事判例說起（下），司法周刊，第 1064 期，2002

年 1 月，第 2 版。 
88

 尚佩瑩，同前註 38，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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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意義 

    我國無罪推定原則意義大抵為：被告在刑事法院審判有罪確定之前，有權被視

為無罪。而視為無罪的效果，在於防止被告在依法定程序判決有罪前被施以任何程

序上的不利益處分或處罰。概念上係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未依合法程序證明

有罪之前，都應被認為係法律上無辜之人。作為民主法治國家所公認的價值，也是

世界人權宣言、公政公約等國際公約明確宣示，將其核心內涵界定為：法院證明有

罪之前，對於每一嫌疑人或被告均推定無辜
89。 

     學者細緻探究無罪推定原則後，可細分為下列意義90：一、本於公平裁判理念，

將無罪推定提升至憲法位階鞏固對人權加以保障的基本權性質；二、作為證據法則

與舉證責任之關係併為論述，在證據法的層次說明無罪推定原則之適用界線；三、

關於被告人性尊嚴、及人格尊重，落實人道精神在司法程序當中的實現。學者就無

罪推定意義具體區分為上述三點闡述皆可於我國法制運作中應證，其一就公平審判

的意涵，可歸結於憲法第 16條訴訟權所涵括的概念、而與本文最相關者則為在刑事

訴訟法程序中最廣為討論的第二點，便是賦予無罪推定更為清晰的輪廓，經由司法

程序中透過證據法則的操作來落實無罪推定的價值。而第三點的部分，則為刑事訴

訟程序教條式宣示，不作為強制規範操作，而得列為法格言式的宣示性規範。 

第二款 無罪推定內涵 

    無罪推定的意義複雜，且有多層面的表現91。是否作為憲法上基本權利雖仍有待

透過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但法律位階的無罪推定原則則於 92年修正明定於第 154

條第 1項，本條修法理由如下（節錄）：「一、按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

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此乃揭示國際公認之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基本原則，大陸

法系國家或有將之明文規定於憲法者，例如意大利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土耳其

                                                      
89

 何賴傑，刑事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與限制，台灣本土法學，第 2 期，1999 年 6 月，頁 36。

楊雲驊，新法下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及法院的調查義務─評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第四次刑事庭決議，

月旦法學雜誌，第 89 期，2002 年 10 月，頁 234。蕭仰歸、陳荔彤，同前註 11，頁 165。黃朝義，

同前註 16，頁 3-5。林山田，同前註 77，頁 65-140。 
90

 黃朝義，同前註 16，頁 11-13。傅美惠，論偵查不公開與無罪推定，刑事法雜誌，第 50 卷第 2

期，2006 年 8 月，頁 84-85。司法院釋字第 670 號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91

 黃朝義，同前註 16，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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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葡萄牙憲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等，我國憲法雖無明文，但

本條規定原即蘊涵無罪推定之意旨，爰將世界人權宣言上揭規定，酌予文字修正，

增訂為第一項，以導正社會上仍存有之預斷有罪舊念，並就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人

權提供其基礎，引為本法加重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張本，從而檢察官須善盡舉證

責任，證明被告有罪，俾推翻無罪之推定。二、原條文第一項改列第二項，並作文

字修正，俾與第一項相呼應及與第二項前段文字相配合。」 

  現行第 154條第 1項文字內容依照立法理由所述，乃參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而定，故其文意不明確，並未具體指出無罪推定作為證據法則與舉證負擔分配

依歸的重要性。但於立法理由後段可見，立法者將無罪推定原則視為舉證責任分配

理論92，如同前段學者所提出之第二意義93。蓋無罪推定之所以為「推定」，目的在於

透過刑事訴訟加以推翻被告所受的「推定」保障；而如何去推翻此一推定，則有待

證據形成心證及受保障的被告毋庸舉證來加以實踐。無罪推定在刑事程序中的運作，

主要在於揭示舉證責任分配。自發展歷史，以及國際公約的操作及其他國家的操作

上可略知一二。為再度強調刑事訴訟程序中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意涵與操作方式。

立法者在民國 99年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條中，自無罪推定於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證

據法特性再度訂定法律強調其規範內容，使之訴訟法具體規範意涵臻於明確，奠定

無罪推定作為舉證分配與證據法則的價值。 

第三款 無罪推定原則之法位階 

    就法制史角度觀察下無罪推定隱含人權不容恣意侵害，以及對人性尊嚴尊重的

精神，然於我國憲法中未為明文規定，是無罪推定作為國際法所承認的普世人權價

值時，在我國實務運作上是否將其作為憲法位階的原理原則、或是基本權利的一環，

學說實務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司法院大法官歷年以來作成多號解釋、也發表多份

意見書表達其意見，而今日無罪推定憲法地位如何，深值得為探究。又現行法律對

於無罪推定有何規範，其規範意旨與影享為何？以下將為簡明之介紹。 

第一目 無罪推定之憲法地位 

    我國憲法未就無罪推定原則為明文規範，就其是否具憲法價值，迄今迭有爭議。

                                                      
92

 李錫棟，羈押要件之研究，2001 年 3 月，頁 27-28。柯耀程，同前註 6，頁 343。 
93

 黃朝義，同前註 16，頁 11-13。傅美惠，同前註 90，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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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國際間公約的高度共識，加上司法院大法官接連所做幾號解釋，以及實務相關判

決之做成，肯認無罪推定之憲法地位者可謂我國主流94。 

壹、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無罪推定原則乃法治國原則下對於人權保障的最低度防線，惟查該原則於我國

迄今僅有法律位階規範，以及內國法律化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然就國際人

權發展歷史以及各國際公約的規範態樣，併同其他法治國家比較憲法角度觀察，無

罪推定實有其人權發展上的重要性，我國憲法對於無罪推定雖無明文規定，仍難非

謂其不具憲法價值。對於無罪推定究係具備憲法位階的重要性、原則性與否，需自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實務判決中進行分析。以下選擇幾號涉及無罪推定原則之大法

官解釋為說明： 

（一） 釋字第 556號     

    民國92年所作成的釋字第556號嚴格而言並非對於無罪推定原則所做成解釋，

是在該號解釋文和解釋理由書中都未提及無罪推定，但解釋文內容仍與無罪推定內

涵有所關聯。本件聲請人以釋字第 68號解釋
95
前段：「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

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 

違反無罪推定為理由，聲請大法官解釋。聲請人認在事實證明前，所為不利於被告

之推定，實質上違反了無罪推定之意涵；並且釋字第 68號所為不利被告推定，轉換

了舉證負擔，被告需舉證證明已脫離組織的操作結果悖於無罪推定等刑事訴訟原則。

釋字第 556號解釋文中，大法官認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2項要件

中對於被告是否仍繼續組織的認定及證據證明，應由「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察官

負舉證責任」。就懲治叛亂條例所為之相關釋示的部分，因該條例已廢除，故釋字第

68號及其他相關解釋（院字第 667號、釋字第 129號），對於參加犯罪組織是否繼

                                                      
94

 林鈺雄，同前註 54，頁 229-230。石宜琳，論正當法律程序與無罪推定原則─以緘默權實現不自

證己罪原則，收錄於氏著《正當法律程序與辯護》，2017 年 1 月，頁 1-2。黃惠婷，同前註 49，

頁 1-3。林山田，同前註 77，頁 94-95。黃朝義，同前註 16，頁 11-13。 
95

 釋字第 68 號（民國 45 年 11 月 26 日）：「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

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如其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懲治叛亂條例施

行後仍在繼續狀態中，則因法律之變更並不在行為之後，自無刑法第二條之適用。至罪犯赦免減

刑令原以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犯罪為限，如在以後仍在繼續犯罪中即不能援用。

（註：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五五六號解釋，本解釋與該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予變更。）」本件釋

憲標的為懲治叛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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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及對舉證責任分擔釋示，與本號解釋不符者應予變更。 

    本號解釋中大法官奠定了無罪推定作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下，刑事程序應由檢

察官舉證證明被告有罪的訴訟結構，並宣告先前所做採取有罪推定原則的釋字 68

號解釋部分應予變更，間接肯定無罪推定在刑事程序上重要性與影響舉證責任分配

內涵
96。 

（二） 釋字第 582號 

    本號解釋做成乃在處理被告與共同被告對質詰問權利的保障。而許玉秀大法官

在本號協同意見書中表示，無罪推定作為憲法上自主原則的第一層涵義，當然具有

憲法位階效力。又在法治國自主原則之下
97，被告作為程序主體，享有保障程序地位

的防禦權限，此等防禦權內涵包含：緘默權、共同被告間對質權、對證人進行詰問

權利、委任辯護人的辯護權，以及保全證據之權利。而無罪推定在刑事程序中的功

能本即在於保障被告基本權不受國家恣意侵擾，同為用以對抗國家權利的防禦作為，

解釋上認為防禦權內涵應無異議。是在許玉秀大法官的解釋脈絡下，被告所有程序

防禦權，等同於憲法訴訟權之具體內涵，據此，筆者推敲許大法官之見解，其應認

無罪推定係憲法位階的被告權利，且為憲法第 16條訴訟基本權保障之一環98。 

 

    同時對於無罪推定的具體概念，協同意見書中有為下列說明：「…程序法上，如

不能證明被告有故意或過失造成他人法益受害，即不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此即無

                                                      
96

 王兆鵬，憲法解釋與訴訟權保障─以刑事訴訟為中心，收錄於《司法院大法官九十三年度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2005 年 9 月，頁 157。郭吉助，無罪推定與人權保障─由最高法院指摘檢察官以

不正方法取供談起，法務通訊，第 2349 期，2007 年 7 月 26 日，第 3-4 版。 
97

 相同見解詳參陳新民前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670 號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98

 廖福特，無罪推定之權利─三角法律論證，收錄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憲政主義與

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2017 年 4 月，頁 523-526。本文遵循許玉秀前大法官認無罪推定原則源

自於憲法第 16 條訴訟基本權的論理。但學說上亦有不同見解認為無罪推定作為證據裁判法則上

位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認為係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下的要求，因此為正當

法律程序之一環而具有憲法地位，此說見解亦為可採。林書楷，法治國家的羈押制度─我國羈押

制度合憲性問題再檢討，臺灣新社會智庫，2008 年 12 月 5 日，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6%86%B2

%E6%94%BF%E6%B3%95%E5%88%B6/811-%E6%B3%95%E6%B2%BB%E5%9C%8B%E5%AE%B6

%E7%9A%84%E7%BE%88%E6%8A%BC%E5%88%B6%E5%BA%A6%E2%80%94%E6%88%91%E5%

9C%8B%E7%BE%88%E6%8A%BC%E5%88%B6%E5%BA%A6%E5%90%88%E6%86%B2%E6%80%A

7%E5%95%8F%E9%A1%8C%E4%B9%8B%E5%86%8D%E6%AA%A2%E8%A8%8E%E2%80%94（最

後瀏覽日：2017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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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推定原則（Unschuldvermutung/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換言之，憲法上之

自主原則在刑事訴訟法上之第一層意義，乃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復有雙層

涵義：其一，未有證據證明被告曾有犯罪事實之前，推定被告為無辜，亦即沒有證

據證明，不能認定犯罪，此即犯罪依證據認定之裁判原則；其二，證明被告有罪之

證據，必須無合理可疑，否則，即應作有利被告之認定，此即所為罪疑有利被告原

則（in dubio pro rio）。…」是刑事程序法中無罪推定原則操作，依其見解係作為

證據法則的根本，就被告刑事責認依證據認定、以及在無法舉證形成被告有罪的心

證下，需為有利被告的認定，具體操作上仍與案件事實與證據做依高度連結。 

（三） 釋字第 653、654號 

    民國 97年 12月釋字 653號做成，系爭解釋做成以聲請人認當時羈押法第 6條

及其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對刑事被告對看守所處境不當之處僅得提起內部申訴，

限制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司法訟救濟途徑一事違憲聲請解釋。隨後 98年 1月公

布釋字 654號，聲請人就羈押法第 23條第 3項、第 28項違憲為由提出釋憲案。上

述第 653、654號解釋皆涉及羈押中被告的基本權限制，蓋因羈押處分為判決確定前

人身拘禁處分，對羈押與無罪推定原則的調和及操作，大法官於兩號解釋中做出相

似闡明，故合併說明如下。 

    釋字第 653號解釋理由書(節錄)：「…刑事被告受羈押後，為達成羈押之目的及

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其人身自由及人身自由受限制而影響之其他憲法所保障

之權利，固然因而依法受有限制，惟於此範圍之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

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相同文字在釋

字第 654號99中為引用，於兩號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將無罪推定與憲法人身自由基本

權利、訴訟權、比例原則並列，本於相同事務為相同處理，無罪推定原則具有憲法

基本權利位階。再以釋字 653、654號系爭爭議條文違背該原則而侵害在押被告訴訟

基本權及逾越比例原則為由宣告違憲，已然肯定了無罪推定的憲法地位，並在為肯

認其作為訴訟基本權的內涵。是此二號解釋做成雖無具體指出無罪推定受憲法位階

保障，但就大法官行文脈絡可得無罪推定為訴訟權內涵，同時也有憲法基本權的效

                                                      
99

 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理由書：「…受羈押之被告，其人身自由及因人身自由受限制而影響之

其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固然因而依法受有限制，為於此範圍之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

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本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理由

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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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位階，學界多數也認同無罪推定憲法基本權利地位
100
。 

（四） 釋字第 665號 

   釋字第 665號解釋，大法官對於無罪推定內容有夠具體說明。本號解釋以刑訴舊

法第 101條 1項 3款單獨以所犯重罪為理由羈押被告是否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聲請解

釋爭點之一。對此，於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提到：「…無罪推定原則不僅禁止對未經

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行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施予被告類似刑罰之措施，

倘以重大犯罪之嫌疑作為羈押之唯一要件，作為刑罰之預先執行，亦可能違背無罪

推定原則。」以所犯重罪「作為許可羈押之唯一要件，而不論是否犯罪嫌疑重大，

亦不考量有無逃亡或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或有無不得羈押之情形，則該款規

定即有牴觸無罪推定原則、武器平等原則或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充分防禦權而違反

比例原則之虞。」本於相同事物做相同處理的精神，釋字第 665號解釋做成，本質

上象徵大法官將無罪推定原則與被告憲法訴訟權法律位階等同視之的精神，認同作

為憲法位階價值
101。 

    伴隨幾號大法官解釋的問世，加上國際人權法發展，無罪推定的重要性以及憲

法地位在我國應已確立。許宗力前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670號所作的協同意見書

（節錄）更開宗明義表示：「…無罪推定乃在要求，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以下合併簡

稱為被告）依法受有罪之判決前，應視為無辜。這在我國無疑具有憲法位階（憲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本院釋字第六五三、六五四號參照），亦為普世人權的基本內涵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第一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項、歐洲

人權公約第六條第二項參照）。其不僅在抽象層面強調關於被告之人格與自由應受到

充分尊重與人道待遇、揭示被告必須受正當、公平的合法裁判，更在制度層面支配

法庭舉證責任之分配與證據法則。是具體而言，不得僅由起訴事實認定嫌疑人犯罪；

在犯罪事實確定前，被告不負任何刑事責任；對犯罪事實仍有懷疑時，應為對被告

有利之認定；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的特權，即使保持緘默或未積極舉證推翻被指控

的罪名，亦不能逕以其消極不舉反證作為對被告不利認定的基礎、甚至其虛偽之證

言不受偽證罪之追訴。…」誠然，在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其解釋中闡明無罪推定乃

                                                      
100

 蕭宏宜，同前註 54，頁 10。廖福特，同前註 98，頁 522-523。 
101

 廖福特，同前註 98，頁 52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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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憲法原則後
102
，今日無罪推定作為憲法位階權利已然不容質疑。 

貳、 實務法院判決 

    實務曾有多號判決做成承認無罪推定之地位不僅做為刑事訴訟程序運作原理原

則，更兼具憲法意義。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7167號判決 (節錄)就無罪推定及

憲法關係有做出詳細論述103：「…按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

應被推定為無罪，此為被告於刑事訴訟上應有之基本權利，聯合國大會於西元一九

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即於第十一條第一項為明白宣示，其後於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受

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再次揭櫫同旨。為彰顯

此項人權保障之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時，即於第一百五

十四條第一項明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並於九十八

年四月二十二日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將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之規定，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更強化無罪推定在我

國刑事訴訟上之地位，又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其解釋中，闡明無罪推定乃屬憲法原

則，已超越法律之上，為辦理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同該遵守之理念。依此原則，證明

被告有罪之責任，應由控訴之一方承擔，被告不負證明自己無罪之義務。從而，檢

察官向法院提出對被告追究刑事責任之控訴和主張後，為證明被告有罪，以推翻無

罪之推定，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即屬其無可迴避之義務。…」、最高法院 105年台上字

第 2534號判決：「…(一)被告在刑事訴訟法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為憲法第十六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領域（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參照）。此防禦權包含消

極性的緘默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後段）、無罪推定（同法第一百五

十四條第一項），及積極性的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一般稱為辯護倚賴權），同法第

九十五條所定訊問被告前之告知義務，其中第一、二款即屬於前者，第三、四款則

屬於後者。…」本件最高法院判決分析憲法第 16條訴訟基本權內涵，文理脈絡與司

法院釋字第 582號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相近，自保障被告訴訟權利出發，認為

憲法第 16條訴訟權之實質內涵包含無罪推定原則。 

                                                      
102

 石宜琳，同前註 94，頁 1-2。 
103

 其他相同見解可參：106 年台非 223 號判決、106 年台上字 2779 判決、106 年台抗字 1004 號裁定、

105 年台上字第 2534 判決、103 年台上 2194 判決、102 年台抗 1077 裁定、102 年台上 4633 判決、

100 年台上字第 6259 號判決、100 年台上字第 628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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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小結 

    從上述幾號司法院解釋可見對於無罪推定於我國的法律定位上，大法官多數認

為其具備憲法位階重要性。而自保障人權目的以觀，亦應為如此，學者曾言及「只

要是人權保障，且為法治國家所普遍賦予的權利，大法官均可能承認其為憲法上的

基本人權」
104。在釋字第 653、654、665號中，大法官強調「憲法第 16條規定人民

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憲法第 16條規定保障人民之訴

訟權，其核心內容在於人民之權益遭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

判，以獲得及時有效之救濟。」是大法官已指出，無罪推定為公平審判內涵，而公

平審判又是訴訟基本權之一部，故我國無罪推定原則作為訴訟基本權的內涵之一存

在，此種理念與國際人權條約規範與比較憲法不謀而合
105。 

    將無罪推定作為憲法第 16條訴訟基本權的一環，而肯定該原則憲法基本權地位

的說法，為歷年來數份大法官解釋所構築而成的主流見解，學說、實務判決採相同

看法者亦不在少數。但仍有對此採不同看法者，例如陳新民前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

第 670號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所述：「…無罪推定作為刑法的指導原則。」

及「…刑法的無罪推定原則。」理解上可認無罪推定應為刑事司法領域操作的法理

基礎，非謂其有憲法基本權位階之價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99號解釋聲請書106及

第 603號解釋聲請書107中認為「無罪推定」為刑事法上之基礎概念，其含意乃未經

審判定讞之前，人人皆應無罪。待 102年 2月司法院釋字第 708號釋憲聲請書中亦

為同旨，認無罪推定為刑事訴訟法上之原則108。前揭三號解釋聲請書作者想法與大

法官見解，認為在憲法未明文之情況底下無罪推定原則並不具有憲法基本權位階，

而僅為法律位階之原則。實務判決的部分也非全然一致的贊同無罪推定憲法地位，

                                                      
104

 王兆鵬，同前註 96，頁 157。 
105

 張文貞，同前註 21，頁 12-13。 
106

 司法院釋字第 599 號（節錄）：「叁、聲請釋憲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見解 三、違法『無罪推定

原則』，應屬無效：按『無罪推定原則』為刑事法上之基礎概念，其含意乃未經審判定讞之前，

人人皆應無罪。然現行戶籍法第八條按原修法意旨，乃為建立全民指紋檔以供刑事偵緝之用，似

有已將全民當作刑法預備犯或嫌疑反之理！恐已違反上述『無罪推定原則』之意旨矣！」 
107

 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節錄）：「叁、聲請釋憲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見解 三、違法『無罪推定

原則』，應屬無效：按『無罪推定原則』為刑事法上之基礎概念，其含意乃未經審判定讞之前，

人人皆應無罪。然現行戶籍法第八條按原修法意旨，乃為建立全民指紋檔以供刑事偵緝之用，似

有已將全民當作刑法預備犯或嫌疑反之理！恐已違反上述『無罪推定原則』之意旨矣！」 
108

 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節錄）：「…在法律程序上實質造成未審先判之事實，違背刑事訴訟上之無

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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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第 2021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第 885號判決等

為是109。 

    伴隨時代進步、人權思想發揚及捍衛國家不法侵害意識抬頭，被告於刑事程序

中身而為人之主體地位不應被公權力輕易撼動。而最有效的方式，即為透過憲法位

階基本權之保障
110。在無罪推定原則底下，不論事實上有罪或無罪，均給予相同之

對待，不僅能使執行刑事訴訟之公務員秉持更為客觀中立的心態一視同仁的調查審

判各個案件，型塑客觀中立的司法形象，也更能體現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精神。

進步言之，反面解讀無罪推定原則為「有罪推定禁止」，依大法官解釋意涵認應避免

在證明有罪之前施加被告無目的性、恣意性且不合乎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權侵害行

為及對其名譽為不合理的社會非難，藉此透過憲法基本權彰顯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權

之目的。 

    延續前文脈絡，在肯認無罪推定為憲法價值外，應進一步檢視該原則究係為一

抽象原則，或為憲法基本權利？實務及學界莫衷一是。惟本文見解認為，無罪推定

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是法律學界、實務用語雖多稱其為「無罪推定原則」然不

能以詞害意，即認其為原則。蓋在我國現行法制運作上無罪推定有其實質意義，在

法律上也有具體的操作模式，更為實現憲法第 16條訴訟基本權之內涵，毋庸置疑為

人民所享有的權利
111。此外，本於「有權利方有救濟」精神112，將其作為具體權利方

有保障人民訴訟權的實質效力，當人民應受無罪推定保障的權利遭受侵害時，則可

提起司法尋求救濟途徑，藉此讓無罪推定的精神在訴訟程序上可以獲得充分之保障

113。 

                                                      
109

 本文竊以為無罪推定非僅為刑事司法操作，理由如下：其一、釋憲聲請書並不具有法律上之效力，

其二、無罪推定於我國操作並不僅限於刑事司法領域，於行政法領域（如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

釋）、租稅法領域中因涉及稅務舉證故更多有適用，是該原則非僅為刑事法的適用原則。其三、

自國際人權法以觀，「公政公約」乃為了實現「世界人權宣言」而訂定，公約中所揭多項公民權

利具備國際法上「絕對法」（或稱「強行國際法」,jus cogens）價值，是無罪推定應有等同於憲法，

至少高於法律位階的重要性。張文貞，同前註 21，頁 12-13。潘英芳，納稅人權利保障之建構與

評析─從司法保障到立法保障，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1 月，頁 114-117。 
110

 林山田，同前註 77，頁 96-97。   
111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2013 年 9 月，12 版，頁 268。 
112

 司法院釋字第 653、684 號。 
113

 廖福特，同前註 98，頁 52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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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無罪推定的法制實踐 

    相較於國際公約或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無罪推定的過程缺少豐

富的歷史底蘊。遲至民國 92年方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1項，始奠定無罪推定

成為我國明文化刑事法治原則，揮別了將無罪推定視為程序法上標語的時代
114。其

後伴隨兩公約內國法化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條規定，無罪推定在實定法上的規定

愈趨精細。 

壹、 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1項 

    民國 92年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

為無罪（第一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第二項）。」

其中第一項為當年修法所新增，並作為今日我國無罪推定實行最明確規範，本條第

一、二項合併構築起在判決確定前貫通刑事訴訟程序的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

義（第二項）。 

貳、 聯合國兩公約施行法 

    2009年 3月 31日，立法院審議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同年 4月 22日立院通過總統公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後略以「兩公約施行法」代稱），復依

該法第 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賦予公

約宣示之內容具有我國內國法效力與拘束力115，並經行政院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外字第 0980067638 號令發布定自 2009 年 12 月 10 日施行116。而「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條第 2項對於無罪推定之闡釋，也成為我國法律運作應所

                                                      
114

 蕭宏宜，同前註 54，頁 10。 
115

 司法院釋字第 329 號解釋理由書（節錄）：「總統依憲法之規定，行使締結條約之權；行政院院長、

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條約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

權，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述規定所締結之條約，

其位階同於法律。…」，法務部於 91 年法律字第 0910003016 號函同旨：「按一國法律如將國際法

的規則直接制定成該國之國內法或於法律中授權有關機關採行相關國際公約，則此國際法的規則

及產生國內法之效力（丘宏達著，現代國際法，八十四年版第一一六頁及第一一七頁參照）。」 
116

 行政院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外字第 0980067638 號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

日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定自九十八年十二

月十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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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及遵行之價值。自此，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內涵具備我國法律效力已然明確。

但與其他法律規範的相互關係為何，不無爭議。該兩公約的內容具有國際公認普世

價值，重要性與個別國家的法律原則間即有差別。而對於內國法化國際條約位階何

在？最高法院79年台非字第277號判例中即有所示：「…依國際法上領域管轄原則，

國家對在其領域內之人、物或發生之事件，除國際法或條約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享

有排他管轄權。」奠定內國法化國際法位階高於法律的「特別法」地位
117。因而兩

公約所揭示人權規定，在解釋我國憲法保障人權規定時，亦應加以斟酌。並且國內

行政及司法機關在解釋適用內國法律與其他法規時，有義務為與兩公約相一致的解

釋。各機關對於兩公約的落實與遵守程度，將受司法機關的審查
118。 

    鑒於國家主權爭議，我國無法簽署兩公約。然而 2009年立法院自主性簽署並內

國法化兩公約條文，再度展現我國捍衛人權之高度決心，同時也開啟與國際人權保

衛法制接軌的新模式。而在兩公約的實踐過程上，我國的具體行動不止步於兩公約

內國法化，近年更自主性編纂國家人權報告並邀請十位獨立專家以個人身分參與審

查報告，藉此督促我國各方面實踐兩公約揭示精神119。 

參、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條 

    民國 99年 5月 19日，立法院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簡稱「速審法」）。 

該法之立法背景包含對「兩公約」中所倡議人權維護精神的積極回響，並依公政公

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規定120，刑事被告有權在適當時間之內獲得確定判決的權利，

                                                      
117

 法務部 91 年 3 月 20 法律字第 0910005828 號函：「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定小組於九十年十月十二日

第二次委員會議曾做成以下決議：有關『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之法律效力一節，請外交部協調立法院於審議時，做出倘因批准書之

存放有困難，致公約無法在國際間對我生效時，其在國內法上效力不受影響，仍應優先國內法適

用之決議；另並請該部儘速檢討修正『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有關規定。」 
118

 陳清秀，同前註 28，頁 68-72。黃昭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憲法解釋，收錄於大法官 104

年度學術研討會-「人權公約與我國憲法解釋」會議記錄，2015 年 12 月 5 日，頁 107-111，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FYLawRsrchContent.asp?lrid=3&lrtype=0001（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1 月 12 日）。張文貞，同前註 21，頁 15。李建良，論國際條約的國內法效力與法位階定

序─國際條約與憲法解釋關係的基礎課題，收錄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八輯上冊，2014

年 7 月，頁 215-227。 
119

 林慈偉，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生命權概念於我國刑事司法之實踐，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4 年 7 月，頁 15-17。 
120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3 款：「三、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

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一）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二）給予充分

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三）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四）到庭

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認為審判

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五）得親自或間接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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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關有義務建構有效而能迅速審判且不忽略被告權利的司法機構及制度，特制

定本法。該法重申許多被告所應享有且應受法律保障之訴訟權益，例如「適時審判」、

「合理時間內受審判」、「速審權」列為重要的訴訟基本權121。 

    速審法中與對於無罪推定原則規定於該法第 6條：「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

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

推定原則。」
122本條文與刑訴第 154條第 1項併同為我國立法者制定的無罪推定明

文。但於速審法第 6條當中，立法者似乎對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的無罪推定法則奠定

於實務判決基礎上的具體適用123有更為明確的認知。本條將舉證責任分配明白引為

無罪推定的內涵，復依該規定要求承審法官就檢察官未盡舉證之責而無法說服法院

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致使貫徹無罪推論原則
124。規範模式上比起第 154條 1項

更為具體，具體內涵上亦與我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的訴訟制度較為一貫，也

更貼近司法實務對於無罪推定的操作。 

第四款 內容 

    在我國憲法及法律皆有無罪推定之規範模式下，無罪推定已非單一表象的法律

                                                                                                                                                              
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六）如不通曉或不能

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七）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121

 楊雲驊，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五條「羈押期限」規定之人權意義，台灣法學，第 162 期，2010 年

10 月，頁 57-59。 
122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 條立法理由（節錄）：「（一）、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凡受刑

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

此乃刑事訴訟無罪推定之基本原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款亦有相似的

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亦一再闡述無罪推定之意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明定無

罪推定之旨，並就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人權提供基礎。刑事審判實務上，亦奉無罪推定原則為基

本原則，爰參考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意旨，將判例意旨明文化，以具體落實

無罪推定原則並符合國際司法人權的標準。（二）、本條係將判例意旨明文化，用以宣示無罪推定

原則之重要性。法院於審理具體案件時，若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者，應

爰引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為判決之根據，附此敘明。…」 
123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28 號判例（節錄）：「…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本件原審審判時，修正刑事訴訟法關於舉證責任之規定，已經公布施行，

檢察官仍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原審對

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無罪

之判決，於法洵無違誤。…」速審法第 6 條與本判決用語相同，核查本號判例最高法院論述脈絡，

係用以指摘檢察官在無罪推定原則下，未盡舉證之責使法官足生被告有罪心證。 
124

 林輝煌，淺評釋我國＜刑事妥速審判法＞，司法新聲，第 95 期，2010 年 8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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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對於被告人權的保障尤為重要，但因該原則內涵並非單一，

故現行法中適用於刑訴法中的偵查、審判程序，並在不同情形中有其不同內涵展現

及相異的操作模式，在不同脈絡中並有不同的保障內涵125。而無罪推定原則在刑事

司法程序展現上具有以下三意義
126： 

（一） 憲法位階的人權保障 

    本於公平裁判及法治國原則等理念，將無罪推定原則提升至憲法層次，並

作為憲法第 16條訴訟基本權所涵蓋的人民訴訟防衛權限。 

（二） 刑事司法證據法則與舉證分配基石 

    刑事訴訟程序當中將其與舉證責任併同論述，舉證責任分配正義以及證據

法則的實現，必須要遵循無罪推定精神127。至證據法角度切入，以無罪推定為

上位概念，訂定合於人權維護目的的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課予檢察官負擔實質

舉證責任就被告有罪事實為證明，反言之，因被告無庸證明自己有罪，進而再

推導出不自證己罪概念，如刑訴法第 95條。此外，而法院則須公平自持，僅

得依據當事人雙方提出證據形成心證，如檢方所提證據不足使法院達成被告有

罪的心證門檻，即應做被告無罪或有利於被告的事實認定，例如刑訴法第 301

條第 1項。 

（三） 被告人格、自由應予尊重及應受人道對待的法治規範 

    無罪推定誡命下要求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所秉持公正中立，杜絕依合法

證據所形塑而成以外的心證預斷及歧視，並儘量給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限度

的自由與尊重，建構刑事程序中人道維護觀念（刑事訴訟法第 2條）。無罪推

定原則的宣示性效力影響整個司法程序，除了上述依證據法則於程序進行中依

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所逐步形成被告有罪心證程度以外。另一面向具體實現就是

「偵查不公開原則」（刑訴法第 245條第 1項）。檢調機關在偵查犯罪嫌疑人、

被告所為犯罪行為、釐清真相、追索與保全證據之際，應秉持偵查過程內容不

公開原則，違反者則可能將面對刑法第 132條第 1項的刑事責任128與偵查不公

                                                      
125

 林鈺雄，2015 年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5 卷，2016 年 11 月，頁 1652-1658。 
126

 廖福特，同前註 98，頁 529-530。 
127

 松尾浩也 著，丁相顺 譯，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卷（新版），2005 年，頁 244-245。 
128

 亦違反「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00 點。陳祥、孫立杰，當「偵查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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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作業辦法第 10條
129
。 

    在刑事司法領域外，媒體輿論報導與無罪推定的落實也在人權保障的範疇之內。

國家權責機關應以法律及行政責任加以管控；對於一般民眾於網絡資訊的言論等透

過道德規範或法格言、宣示性原則，需加強宣導及降低社會預斷、媒體審判帶風向

情事產生。又刑事司法程序以外的無罪推定原則，以媒體、社群輿論為重，就被告

名譽、隱私、社會信用及家庭等維護至關重大，在社會層面的無罪推定實踐有其重

要性，同為我國政府宣導及民情輿論上應加以重視及宣導者。以民國 103年間著名

的「南迴搞軌案」，案情明朗前檢警屢次向媒體洩漏訊息
130、民國 103年媽媽嘴謝姓

女被告兇殺案件，呂姓證人長時間為媒體渲染為共犯等社會新聞為例131。此種新聞

媒體逾越偵查不公開界線，傳達及隱射不客觀之結果，不僅有礙司法程序進行，對

於當事人及親屬往後生活影響更甚於司法程序期間所面臨的不利益。可見，外於法

律領域，無罪推定與偵查不公開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保障，兼之與媒體、公眾

視聽「第四權」的互動拉扯，同為亟需調和的問題。學者有認對於案情內容的審前

不當公開、媒體輿論預斷與無罪推定的連結，在我國實務運作上重視度不高，欠缺

問題意識132。蓋司法程序外對於無罪推定的落實，得有效減少輿論媒體及網路審判，

對於被告之影響及保障並不亞於訴訟程序內，但卡在人民知的權利及被告權利維護

之間應為何種管制，是我國未來立法、司法部門與行政機關應予思量議題133。 

                                                                                                                                                              
遇見「新聞自由」：警察機關與媒體記者的衝突拔河研究，新聞學研究，第 101 期，2009 年 10

月，頁 94-95。 
129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10 條：「違反偵查不公開而洩密或妨害名譽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

第三百十六條或第三百十條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違反偵查不公開，應

負行政或懲戒責任者，應由各權責機關依法官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律師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程序調查、處理，並按違反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130

 傅美惠，同前註 90，頁 68。 
131

 本案上訴第三審理由狀指謫嚴重的媒體干預現象違背無罪推定：「…若在偵查初始階段，遠在審

判開始之前，媒體即大量報導犯罪細節，飲用大量資料繪聲繪影地指涉被告的犯罪事實，致使公

眾對被告產生負面態度、確信被告已經有罪，甚至國家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在被告有罪判決確定

前，對外聲稱被告是『犯罪行為人』、『有罪』等，以上情形皆屬遭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認定

違反公正公約第 14 條第 2 項的無罪推定原則。…」、法操思想傳媒，【小模命案】「閨蜜不起訴」

大逆轉，媽媽嘴又重演？ https://www.follaw.tw/f-comment/f02/11494/（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1 月

2 日）。三立新聞網，想想梁絲繐…司改為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報導擬加警語，2017 年 4 月 16

日，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43636（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1 月 2 日）。 
132

 林鈺雄，同前註 125，頁 1658-1660。 
133

 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偵查不公開）：「廣播、電視節目對於尚在偵查審判中之訴訟案件，或承辦

該事件之司法人員或有關之訴訟關係人，不得評論；並不得報導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

第 43 條第 3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電視事業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廣播

事業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四條或第三十四條之二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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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媒體及社會層面無罪推定的管控，和檢調機關「偵查不公開」（刑訴第 245

條第 1項）之牽連重大，法務部於 91年 6月 28日法檢字第 0910021751號函頒「檢

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立法院亦制定相關法規範對

於新聞媒體報導刑事案件內容加以制約。民國 106年第 2次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

組第五議案選擇「偵查不公開、媒體影響審判與隱私保護」，重點討論如何避免媒體

煽動輿論未審先判，避免傷害當事人名譽、隱私及基本權利。社會層面及一般大眾

落實無罪推定，涉及諸多面向且所涉複雜，礙於篇幅所限，茲不贅述
134。 

第五款 我國無罪推定原則檢討 

    民國 92年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第 154條增訂同條第 1項，奠定下無罪推定原則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地位。然而，無罪推定不僅只為配合當代人權保護思潮的原則、

操作刑事訴訟之公務員於心中應秉持之精神，更須於刑事程序中具體完整的實現。

但我國現行無罪推定原則除經司法院解釋作為憲法第 16條訴訟基本權內涵以捍衛

人民權益外，在刑訴第 154條第 1項的規定卻未臻明確。鑒於第 154條第 1項仍是

作為實務操作無罪推定原則的軸心，故以本條規定的具體化作為法制檢討的大方向。

近日雖多有法院在判決中引用公政公約第 14條第 2項，然因公政公約作為國際性公

約地位，係用以作為各國保障人權的公因數規範用語上傾向原則性，且既為國際公

約，自無我國立法修法之可能。基此，本文僅就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 1項及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 6條之條文規範重新檢視。 

第一目 第 154 條 1 項規範爭議 

    刑訴法第 154條第 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2003年修法之時，將原先舊法第 1項「證據裁判主義」挪至第 2項，第 1項增訂今

日所見的無罪推定原則。宣示本原則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殷實保障被告人權，並為其

提供堅實的後盾，以求導正社會上有罪預斷的風氣135。據條文文意，在刑事程序中

判決「有罪確定」前，被告都享有無罪推定之保障，不得對其為有罪的認定或做出

不利處分。本條立法用語在文字使用近乎了職權進行國家的規範模式，對於無罪推

                                                      
134

 詳參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書，2017 年 9 月 8 日，頁 37-40。

https://justice.president.gov.tw/newinfo/117（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10 日） 
135

 張麗卿，同前註 111，頁 249-250。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41 
 

定具體操作並不拘限於舉證責任分配，並擴大該原則的適用兼及於偵查、審判程序

直到有罪判決確定之時方告終，設計上意圖讓被告人權保障的時點擴張。惟此種解

釋模式不僅與實務運作存有極大的矛盾、現行法將無罪推定發動時點擴及至判決確

定前，容有未恰，下文略述之。 

第二目 第 154 條 1 項為證據法原則 

    無罪推定雖具憲法位階，作為訴訟基本權一環。但在刑事程序中，除了內化為

執行刑事程序公務員之信念、及普世的人權價值的宣示性功能外（例如刑訴法第 2

條），於我國刑事程序中更應被具體展現為「舉證責任分配」與「證據法則」基礎，

而不單單作為人權保障的抽象原則展現。以無罪推定原則作為刑事司法舉證責任分

配與證據法則的根基，可溯源自刑訴第 154條第 1項立法脈絡。 

     民國 88年，我國召開歷史上首次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同年 3月 30日司法院公

布了「司法改革具體革新措施」當中關聯刑事程序議題有下列幾點：「1.刑事訴訟法

增訂無罪推定原則、2.檢察官席位與被告席位對等、3.建立專業諮詢管道、4.加強

檢察官舉證責任、5.要求嚴謹的證據法則、6.檢討自訴制度、7.刑事訴訟審理集中

化、8.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緩起訴制度、9.第二審為事後審查制、10.確定第三審

為嚴格法律審。」136延續本次國是會議結論，4年後無罪推定的訂定便是立基於本次

會議結論。受該會議結論影響，自民國 88年以來刑事程序的審理原則帶有濃厚的英

美法制色彩，由上述國是會議結論第 8點可得知，時年與會人員心之所嚮，在於建

立起「當事人進行主義」（adversary system）137。今日，我國審判原則雖未為完全

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刑事程序中尚保留部分「職權主義」的精神，但訴訟制度仍創

立極具本土特色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138。顧名思義，審判原則的抉擇是向

當事人主義為靠攏，特色在強調證據調查應以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為主導，法院僅

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補充，並強調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任（刑訴第 161條）139。在此

一審判原則下，無罪推定對於舉證責任的分配便至關重要（就上述國是會議結論第

                                                      
136

 張麗卿，溫和漸進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法令月刊，第 50 卷第 7 期，1999 年 7 月，頁 18-22。 
137

 陳志龍，當事人進行主義與無罪推定原則，萬國法律，第 105 期，1999 年 6 月，頁 81-84。 
138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2015 年 9 月，第 15 版，頁 24-36。 
139

 劉秉鈞，台灣刑事訴訟制度之回顧與前瞻─以法院職權調查義務之發展為中心，軍法專刊，第

59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40-52。尤伯祥，在無罪推定的口號下仍需自證無罪的被告，法官

協會雜誌，第 9 卷第 2 期，2007 年 12 月，頁 135-136。林輝煌，「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

記錄，月旦法學雜誌，2016 年 9 月，頁 152-153。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42 
 

4點），檢察官在刑事程序中肩負證明被告有罪之責。該年司法國是會議當中，隱約

可探知當時與會者對於當事人進行主義的青睞，縱然在實踐上未盡其功，但也影響

了日後我國訴訟脈絡。在當事人進行主義脈絡之下，無罪推定是作為舉證責任分配

的大原則，針對此點，在我國法制設計上也承繼下來。 

    在民國 88年司改國是會議後，修正頒定刑訴法第 154條，該條文對我國人權保

障及法制影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首重之處在於建立起我國證據法則。於體系

解釋上，本條編纂於第 1編第 12章「證據」章節，揭示「證據裁判主義」，可知刑

事程序中的無罪推定原則旨在規範舉證責任分配，重點在於任何被控訴犯罪之人都

毋庸自證無罪，而應由指控方舉證。並由法官參酌控方所提出證據後，依其心證形

成程度，做出被告有無罪的認定。有學者就我國無罪推定的實務操作開宗明義表示
140：

「我國無罪推定規定於證據章，是舉證責任的問題，而非在總則章，是被告第一次

接受審判時，被無罪推定（推定無罪），讓被告無舉證責任，於職權進行的國家，由

法院證明被告有罪。如是純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國家，由檢察官舉證。…」當 88

年司改國是會議決定我國刑事審判程序將以英美法靠攏時，就法體系的連貫上，無

罪推定的解釋自應為證據法的上位原則適用。時年立法者於刑訴法中增訂本條時便

有此預料，故將其訂於證據編之首條首項，以凸顯無罪推定對於證據法則的重要性

141。 

    矧民國 92年第 154條第 1項立法理由中，立法者開門見山將本法中的無罪推定

定性舉證責任分配標準。參立法理由（節錄）論述：「…就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人權

提供其基礎，引為本法加重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張本，從而檢察官須善盡舉證責

任，證明被告有罪，俾推翻無罪之推定。…」明顯在於強調被告無證明自己無罪的

舉證義務，及說明法院應具備之基本審判態度。作為抽象具體原則的具體實現，第

154條第 1項在訴訟程序中使用，應作舉證責任分配以及以證據作為法官心證形成

的框架。針對本案事實的部分由檢察官針對被告有罪提出證據，法官審酌證據後認

定事實，審酌當事人所提出證據綜合判斷後是否達於心證進一步作出判決（或裁定）；

假定法官審酌所有證據之後仍然未達心證門檻，則應作出被告無罪判決或有利於被

告的裁定。簡言之，無罪推定於程序法的體現，在於涉及「證據認定」與「案件事

                                                      
140

 法務部，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第三次會議「強化防逃制度」，106 年 3 月 30 日，頁 17。

https://justice.president.gov.tw/meeting/52（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12 日） 
141

 林鈺雄，同前註 125，頁 1657。林鈺雄教授於文章註 9 論述如下：「依照普通法及對抗制訴訟的

傳統認知，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與證明標準（standard of proof），兩者皆是無罪推定的基本

內涵。…」認同以無罪推定作為證據法之上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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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關聯之範疇。現行第 154條第 1項的文義將無罪推定發動擴及於判決確定前，

雖有助於提升被告人權維護意識，其代價卻是模糊了無罪推定證據法的重要性與核

心價值。 

    本文以為，現行法第 154條 1項文字，易致將憲法位階的人權保障效力與刑事

程序具體實踐效力混淆的結果。蓋因於第 154條第 1項文字抽象，兼之無罪推定本

身概念本即為複雜。若刑事司法程序中透過課與「檢察官負擔被告有罪事實的舉證

責任」及「證據裁判主義」便可達到保障被告訴訟權益鵠的，即無須無邊無際的在

通篇刑事程序中主張無罪推定。直言之，無限上綱無罪推定原則，不僅無操作上實

益且使有使無罪推定其淪為法律標語疑慮，更伴隨犧牲發現真實等其他刑事程序法

目的之結果。又體系解釋上，無罪推定原則定訂於證據編首條，文字規範上卻及於

判決確定前，體系與文字或有自相矛盾之嫌
142。 

    而在實務操作第154條第1項之時，仍是將其作為刑事程序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7677號判決（節錄）：「…（六）、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所懷疑，

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即不能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

明之方法，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至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規定，被

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係賦予被告主動實施防禦之權利，以貫徹當

事人對等原則，並非將檢察官應負之舉證責任轉換予被告；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143此間可見，在我國改良式當

事人進行主義之下無罪推定保障者，非謂判決確定前一律禁止對被告為有罪推斷及

不利於其處分；而是於判決確定前必須參酌檢察官循其舉證義務提出證據後形成心

證方得形成對被告有罪的心證推定與施以其不利處分，此種解釋與操作方符合我國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才有規範體系一貫可言。此間差異，應予以釐清。 

                                                      
142

 相同見解可參：林輝煌，「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月旦法學雜誌，第 256 期，2016

年 9 月，頁 152-153。林鈺雄，「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月旦法學雜誌，第 256 期，

2016 年 9 月，頁 149-152。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383-385。 
143

 相同見解：106 年台非第 3 號：「…將證據逸失之不利益歸諸於被告，不僅違背無罪推定原則下

犯罪事實應由國家嚴格證明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且侵害被告防禦權，其法律適用之論述悖離憲

法所揭示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107 年台上第 215 號判決、106 年台上第 269 號判決、、106

年台上 1229 號判決、101 年台上字第 1846 號判決、92 年台上 1456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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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確定」二字論證 

    伴隨當代人權保護思潮演進，無罪推定無疑為今日法治國家所普遍承認的共同

價值，為配合國際風潮，我國仿參「世界人權宣言」、「歐洲人權宣言」及「公政公

約」蘊含意旨，制定刑訴第 154條無罪推定原則。惟於我國刑事司法程序中具體操

作無罪推定原則時，勢必面臨各刑事目的間之折衝與矛盾，類此疑慮於刑事訴訟中

尤甚。蓋人權維護與發現真實兩大原則二者互為消長，國家既不允許不計代價地發

現真實；過度的保障人權至上又將招致司法效能不彰。爰此，在保障人權之時，如

何不犧牲國家釐清案件真相效能，為檢討我國無罪推定法制時，應併同注意之處。 

    修法增訂第 154條第 1項時，條文使用「確定」二字，文字解釋脈絡上定位無

罪推定為適用於確定前各個階段的抽象原理原則，立法者為此等文字設計，若非係

法律誤解
144，即出於對於人權保障的高度推崇。承繼前文見解，無罪推定在刑事司

法程序上的內涵，具體適用上為證據法則與舉證分配的繩墨，自法制史角度以觀為

如此，我國學說實務亦皆首肯此種操作。然現行法第 154條 1項的無罪推定終於「判

決確定」的時點145，使無罪推定發動擴及於本案事實相涉以外之程序，雖有助殷實

人權維護，卻淡化無罪推定的適用與事實認定的重要連結，並與司法單位強制處分

發動牴觸，進步言之，是否於判決確定後受刑人即不應再受到無罪推定的人權保障？

法條中判決確定時點劃分是否適宜，容有待商榷之處。依立法解釋觀察，本條條文

用語「確定」二字，不僅造成與立法者本意相悖、與時年修正刑事訴訟法體系不連

貫，更容易造成人民誤解並與實務運作有所扞格。故本文愚見認，現行法「確定」

二字，宜於未來修法刪除，理由如下： 

    其一、民國 92年第 154條第 1項修法理由（節錄）：「一、按世界人權宣言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

                                                      
144

 我國公布施行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2 項：「二 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

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惟公政公約第 14 條 2 項原文並未有判決確定用語。李濠松，羈押

防逃機制與無罪推定原則─以有罪判決後之羈押為中心，檢察新論，第 20 期，2016 年 7 月，頁

144。張明偉，「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月旦法學雜誌，第 256 期，2016 年 9 月，頁

172。法務部，兩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網站，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lp.asp?ctNode=32913&CtUnit=12352&BaseDSD=7&mp=200（最後瀏

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 日）。 
145

 郭吉助，無罪推定原則於檢察官職權中之體現─以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及實行公訴為中心，檢察

新論，第 4 期，2008 年 7 月，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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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此乃揭示國際公認之刑事訴訟無罪推定

基本原則，大陸法系國家或有將之明文規定於憲法者，例如意大利憲法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146、土耳其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147、葡萄牙憲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148等，我

國憲法雖無明文，但本條規定原即蘊涵無罪推定之意旨，爰將世界人權宣言上揭規

定，酌予文字修正，增訂為第一項…」從立法理由中得悉現行法規乃參照國際公約

及意大利、土耳其、葡萄牙等國憲法訂定，然回頭探究國際公約與前揭三國憲法原

文，雖都訴諸明文規定無罪推定以彰法治人權維護重要性，但在條文用語設計上，

僅有葡萄牙共和國憲法中就無罪推定原則的條文中有「判決確定」（transit in rem 

judicatam）用語，世界人權宣言、意大利及土耳其國家憲法並無此要求，探諸各國

際公約亦無此類似規範。因此，在無罪推定條文中增訂判決確定作為條件之國家，

單擇葡萄牙共和國憲法作為我國法制範例，說服力不足。兼之我國法制現況觀察，

多係仿引德、日兩國或英美國家的審判體例、法制做為比較法範例，立法者突引用

葡萄牙共和國作為立法借鏡、稍嫌輕率。 

    其二、無罪推定在我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訴訟制度下，基於體系的一貫性，

運作上應為證據裁判主義及舉證責任分配之基石，適用上自然即應限制於涉及「事

實」及「證據」之程序中，而非全然適用於判決確定前，合理解讀應為舉凡涉及事

實認定的程序，都有本原則的適用149。按陳新民前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670號部分

協同意見書（節錄）：「法院最終判斷犯罪是否成立，並非只依靠被告的陳述，例如

自白，尚須要其他證據補強支持。對該其他證據，即使被告自始自終保持緘默，亦

非可阻止法院的證據力之認定。也因此，上述各國際公約都認為『無罪推定原則』，

乃是『直到法律證明犯罪』或『審判證明有罪』之前。」可知，法律證明犯罪或是

審判證明有罪，與判決確定之概念，並不劃上等號。確定判決制度的設計在於法和

平性（法安定性）的追求，也為了避免被告受一罪兩罰，因此法律上必須透過判決

確定時點賦予確定判決既判力（實體確定力）使之具有禁止再行爭執的效力，與證

據判斷、犯罪真實事實並無相涉。是以判決確定時點作為無罪推定適用終時點，規

                                                      
146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talian Republic Article 27（2）：“A defendant shall be considered not guilty until a 

final sentence has been passed.”  
147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rticle38（3）：“No one shall be considered guilty until proven guilty 

in a court of law.”  
148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ortuguese Republic Article 32（2）：“Every accused person is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the sentence in which he was convicted has transited in rem judicatam, and must be tried as quickly as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afeguards of the defence.” 
149

 傅美惠，同前註 90，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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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略顯突兀。 

    刑事訴訟程序自民國 88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所創建至今的審判系統，制度層面

要求法院第一審作為「事實審」、第二審是「事實複審」、第三審除例外情形（第 394

條第 1項但書），原則上以法律審為主，就牽涉事實部分原則上以第二審判決所確定

之事實為判決基礎（第 394條第 1項本文）。在第三審程序中，法院通常毋庸再為證

據事實審酌，相較於無罪推定原則，第三審法院法官應更重視公平審判、依法用法

等其他法律價值的追求。最高法院 106年台上字第 548號判決（節錄）：「…本件檢

察官對於上訴人之犯罪事實，既已盡實質之舉證責任，所提出之證據，更足為不利

於上訴人之積極證明，自無『罪疑唯輕』、『無罪推定』等原則適用之可言。而本院

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基礎，據以判斷第二審判決是否違背法

令，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作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

由。」
150最高法院肯認在檢察官盡其實質舉證責任後，足資讓法院產生相信被告有

罪，即無庸在判決確定前反於法院心證去勉強適用無罪推定原則。換句話說，無罪

推定於程序法中應是一抽象浮動的概念，伴隨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心證門檻增減，待

依證據顯示完全證明被告有罪後推翻被告所受推定無罪保障後，方為無罪推定原則

程序適用的終結點。是無罪推定原則支配刑事程序中法院形成有罪確信心證時點前

的所有程序，方為合理的闡釋151。 

    如依循第 154條第 1項解釋，至判決確定前都可主張無罪推定保障，與現行刑

事司法程序將生顯而易見的牴觸。例如強制處分的發動、檢察官起訴被告、乃至於

判決確定前各審級法院所做出的有罪判決，豈不皆屬違反無罪推定？152是故，無罪

推定原則概念的釐清，更有助辨明該原則於刑事程序的適用時機應為和依證據認定

事實的所有程序結合，例如：檢察官在判決確定前依偵查程序所得證據相信被告有

罪的心證已達起訴門檻而將之予以起訴，即合乎了無罪推定的精神；如各審級法院

依審判中當事人提出證據形成被告有罪心證且審判程序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兼之審

判程序符合證據裁判主義及舉證責任分配正義精神，則其所做成有罪判決即難認被

                                                      
150

 相同見解，於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1722 號判決（節錄）：「…如此，始合於該條係針對歷經

第一審、第二審之審理，就事實認定已趨一致，且均認被告無罪之案件，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乃特別限制控方之檢察官、自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須以嚴格法律審之重大違背法令情形為理由，

用資彰顯第三審維護抽象正義之法律審性質，而不再著重於實現具體正義之個案救濟，俾積極落

實控方之實質舉證責任，以減少無謂訟累，保障被告接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權利之立法本旨。…」 
151

 郭吉助，同前註 145，頁 184-185。 
152

 林鈺雄，同前註 142，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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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無受無罪推定保障。 

    其三，重申刑訴第 154條第 1項無罪推定之理念，在於落實證據裁判主義與舉

證責任分配，應適用於程序中所有涉及事實證據認定部分，而不限於判決確定前。

現行條文將其適用規範於判決確定後，制度上存在極大的漏洞缺失。是按第 154條

第 1項文字反面解釋，將會得出「判決確定之後，被告不再受無罪推定原則之保障」

此等令人難以信服的結論！縱然於判決確定後，被告身分轉為受刑人，在「特別權

力關係」下，國家矯治機關對於受刑人基本權得為限制，但在特別權力關係飽受學

術界非難的近日
153，以特別權力關係為由無所節制的限縮受刑人基本權力，難謂有

堅實的立論基礎154。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大法官就受刑人司法救濟權利為如下

說明：「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

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

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以剝奪（本院釋字第 736號解釋參照）。」

155受刑人於監禁刑執行中，訴訟權不應身分轉換受限制，受刑人如因另案而同時兼

具被告身分，其享無罪推定保障權利亦不因此而受影響。 

    又判決確定之後，仍有再為提起「特別救濟程序」的特殊訴訟途徑，正是我國

刑事訴訟法第五編再審程序與第六編非常上訴程序。以下試以再審程序為例。所謂

再審，乃以糾正原審判決所認定之錯誤事實，而對已確定終局審判所做特別救濟程

序。刑訴第 420條第 1項第 6款，要求「因發現新事時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者。」以此類新證據據為聲請再審要件，必須該新證據合於「嶄新性」與「確

實性」。當中確實性者，實務要求新證據需顯然動搖原確定判決，換言之，確實性者

可理解為因證據調查程序瑕疵、或新事實新證據之發現，抨擊了原確定判決做成法

院對於推翻無罪推定原則心證確信，為求堅實捍衛被告利益及基於無罪推定與罪疑

惟輕精神所創立的特別救濟程序156。解釋上再審聲請程序中，仍然有以無罪推定為

                                                      
153

 釋字第 736 號羅大法官昌發提出，黃大法官虹霞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154

 李茂生，同前註 71，頁 63。黃舒芃，「特別權力關係」的隱晦終結─評司法院釋字第 736 號解釋，

月旦裁判時報，第 48 期，2016 年 6 月，頁 111-114。程明修，別說羈押法沒被「特別權力關係」

的惡靈附身！─司法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24 期，2009 年 3 月，頁

202-204。 
155

 司法院釋字第 653 號、736 號同旨、吳庚大法官釋字第 368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156

 薛智仁，論發現新事證之刑事再審事由：2015 年新法之適用與再改革，臺大法學論叢，第 45 卷

第 3 期，2016 年 9 月，頁 9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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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的正當法律程序適用為是，蓋再審理由之審查，實亦有認定犯罪事實之性質，

要難排除無罪推定法理157。第 154條第 1項確定判決後受刑人不受無罪推定保障意

旨，與保障再審聲請人權利與再審制度內涵顯有扞格。 

     非常上訴程序同為判決確定後再開救濟一途，依第 441條必須以判決確定案件

違背法令為聲請要件。縱以違背法令作為要件，但於該程序中之中，為確保被告訴

訟權益，亦不乏引用無罪推定原則之判決先例存在，例如最高法院 104年台非字第

178號判決（節錄）：「…（五）、綜上所述，本案原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一○二年度

重矚上更一字第三號確定判決理由就證人證述在淡水紅毛城對面領事館餐廳交付前

金、後謝各五十萬元賄款給被告周○鵬之犯罪事實，認定並無補強證據可佐其真實

性，尚不得以蔡○清前揭不利周○鵬之證詞，為周○鵬有罪認定之唯一證據，基於

無罪推定原則，應為周○鵬無罪之諭知。」
158由最高法院見解及自特別救濟程序制

度目的出發，判決確定之後，如果發生導致本案事實產生疑義的情況，特別救濟程

序開啟應使原確定判決推翻無罪推定的狀態消失，回復至受確定判決者仍應受其保

障狀態。 

    基於上述三點理由，可見縱然判決確定後受刑人仍舊受訴訟權無罪推定的保障，

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和特別救濟程序操作中可見。我國實務再審、非常上訴程序之

實務見解亦不乏引用此一原則作為對受刑人權利保障者，實務運作不囿於文字而是

回歸於無罪推定原則的本質為操作，深為可採，亦較符合我國訴訟體系。但此際也

反映出第 154條第 1項的規範中「確定」二字足有誤會無罪推定概念之嫌，是相較

於刑訴第 154條 1項的文字，速審法第 6條的規範模式更為具體明瞭。速審第 6條

顯在強調被告無證明自己無罪的舉證義務，及說明法院應具備之基本審判態度，但

並未如同本條第 1項以「判決確定」為時點。本文認無罪推定既為舉證分配與證據

法則基礎，關乎事實認定之部分即都有無罪推定使用，不應受判決確定與否限制159。 

                                                      
157

 黃東熊，再審與非常上訴，收錄於氏著《刑事訴訟法研究》，1983 年，再版，頁 253-255。陳運財，

刑事訴訟與正當之法律程序，1998 年 9 月，頁 401-403。陳運財，刑事訴訟法為被告利益再審之

要件─評最高法院 89 年台抗字第 463 號裁定，檢察新論，第 11 期，2012 年 1 月，頁 29-31。 
158

 相同見解詳參 105 年度非上字第 218 號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非常上訴書（節錄）：「…然查原

確定判決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前揭證據，其證明力均相當薄弱，且本案測謊鑑定報告書之證

明力令人存疑，因此，雖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然所憑之證據，其為訴

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4986 號判例可資參照，而原確定判決以證明力均相當薄弱之證據

逕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並以推測、擬制之方法認定被告有罪，違反證據裁判主義、有疑唯利被

告及無罪推定原則。…」時任檢察總長以原確定判決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提起非常上訴。同解參最

高法院 105 年台非字第 203 號判決。 
159

 法務部，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議第 5 組第 3 次會議 議題 5-3-2：強化防逃制度，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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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小結 

    「判決確定」之意義，在於既判力是否已然生成，被告、自訴人及檢察官得否

再為救濟，抑或國家能否再行發動刑罰權，其制度目的實與無罪推定原則無涉
160。

概念上依循我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辯論主義的訴訟構造之脈絡，將無罪推定

原則定性證據法層面證據裁判主義與舉證責任分配方符理念上一貫
161。綜上，本文

淺見建議現行刑訴法第 154條第 1項「確定」二字宜予修法刪除。 

    惟將招致質疑者為將無罪推定原則限縮於涉及案件事實與證據認定範圍，是否

必然伴隨被告人權之侵害？本文認二者間並無直接因果關聯性。蓋保障人權非刑事

訴訟的唯一價值，人權維護精神不應無限上綱否則將危及發現真實達成。刑事法制

中保障被告人權非單以無罪推定實現，刑事訴訟就保全被告程序防禦權也非僅無罪

推定。如同最高法院 106年台上字第 1965號判決（節錄）：「…被告在刑事訴訟法上

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為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領域（司法院釋字第

五八二號解釋參照）。此防禦權包含消極性的緘默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

四項後段）、無罪推定（同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及積極性的受辯護人協助之

權利（一般稱為辯護倚賴權），同法第九十五條所定訊問被告前之告知義務，其中第

一、二款即屬於前者，第三、四款則屬於後者。是辯護倚賴權，為被告防禦權之重

要內容…」除無罪推定外，被告人權仍同受其他權利保障。現行制度之改革，再於

追求刑事程序中具體實現無罪推定精神，而非僅將其作為抽象程序原則，徒留為法

律標語與宣示性意涵。 

    退萬步言，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事實認定遵循原則未必會限縮該原則的適用。因

為判決確定後，被告身分轉為受刑人，但仍為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程序主體，判決確

定僅代表審判階段終結，卻不同於國家司法程序的終結。將無罪推定從判決確定前

的窠臼中轉移的適用於事實認定的所有程序，致判決確定後受刑人亦得受該原則保

障，司法實務上於特別救濟程序中的無罪推定適用即為著例。爰此本文所認，無罪

推定原則適用於事實認定部分，不限於判決確定前應較符合實務運作及貼近改良式

                                                                                                                                                              
https://justice.president.gov.tw/meeting/52。（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6 日） 

160
 李濠松，同前註 144，頁 142-143。黃朝義，同前註 16，頁 13。 

161
 傅美惠，同前註 90，頁 85。文中提及：「然在概念上，無罪推定基本上與當事人原則、辯論原則

之訴訟構造較為相通，所以，在某些情況之下，無罪推定原則即在證據法之層面上以舉證責任之

概念予以說明與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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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進行主義下無罪推定原則本旨。 

第六項 無罪推定與羈押處分 

    羈押，為拘禁被告於看守所，以防止被告之逃亡及保存證據、完成訴訟，保全

執行為目的之強制處分，規定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以下。羈押作為強制處分

的類型之一162，發動於判決確定前的偵查、審判程序163。自處分內容外觀來看，其執

行如同短期（甚至於長期）的自由刑，都限制了被告（或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因

此有刑法第 37條之 2：「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

或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第一項）羈押之日數，無前項刑罰可抵，

如經宣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者，得以一日抵保安處分一日。（第二項）」的規

定。 

    在第 154條 1項無罪推定字面解釋下，會將無罪推定概念上綱至判決確定前推

定無罪都不得對被告為不利處分，而認偵審程序羈押被告即違反無罪推定164，學說

早期逕稱「羈押係刑事訴訟法上最嚴厲的之強制處分，在未經判決確定前之先行拘

禁，無疑是否定法治國無罪推定原則……。」165此類結論置於今日我國法規檢視下

容有深入討論之處。在民國 88年首次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結論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

主義（實為當事人進行主義）及其後修法脈絡以觀，現今無罪推定應作為證據法則

與舉證責任分配之依據，而非全然禁止在判決確定前對被告為不利處分。釋字第 665

號解釋文中就無罪推定與羈押處分的關係有為下列說明：「…再者，無罪推定原則不

僅禁止對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行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施予被告類似

刑罰之措施…。」思索大法官行文脈絡，在確定判決前對被告執行刑罰固然為法所

不許，但如「非僅憑犯罪嫌疑」對被告施以類似刑法之措施，卻不會違反無罪推定。

大法官重視之處在於，檢察官是否已舉證至法規所要求的程度，並符合法定程序且

經正當法律程序與比例原則之檢驗後，在判決確定前是允許發動的。況「無罪推定

原則」之所以稱為推定，自是允許在程序中舉證推翻，此自我國刑訴第 154條第 1

                                                      
162

 林山田，刑事程序法，2004 年 9 月，五版，頁 299-300。 
163

 朱石炎，刑事訴訟法論， 2015 年 8 月，五版，頁 105-106。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245-246。尤

伯祥，是恩惠還是權利？─從程序保障觀點檢討現行羈押法制，全國律師，第 10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22。 
164

 王梅英，羈押相關聲請、審查程序及其救濟途徑，軍法專刊，第 45 卷第 5 期，1999 年 5 月，頁

14。 
165

 林國賢、李春福，同前註 7，頁 30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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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文義即明。職是之故，偵查中當法院依檢察官或審判中法官自證據中，已足使法

官產生被告有犯罪嫌疑以及「相當理由」的羈押原因時，即足推翻無罪推定，而無

違背無罪推定疑義166。 

    無罪推定，並非「阻止」國家公權力調查及刑事訴訟程序合法進行的指導原則，

否則任何的強制處分皆不得為之
167，故本文所認於刑事程序之無罪推定核心，應限

定於證據法則遵行與舉證責任的分配上168。如直觀認為判決確定前干預被告或他人

基本權為違反無罪推定的國家不法行為，則無異於宣告憲法第 8條違背無罪推定原

則，司法機關強制處分權違憲。鑑此，方得在保障被告人權以及國家發現真實之間，

尋求兩不偏廢的平衡點。 

第二節 法律保留原則 

    憲法第 8條 1項：「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

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是刑事訴訟程序作

為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程序，為了成就程序目的，自有必要透過強制力來達成國家

公益，但另一方面，強制力的使用必然伴隨著被施以強制力對象的私益侵害。為求

避免國家濫用公權力發動，戕害人民權益，勢必由法律明文規定作為公權力發動的

事前授權，並就法律所定的要件執行，俾使執行刑事訴訟公務員遵守。羈押既為刑

事訴訟程序中對人強制處分的類型之一，除應遵守前述無罪推定概念外，本節探究

我國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作為羈押發動之標準。 

第一項 前言 

    「法律保留原則」，要求行政須有法律授權使得作成行政行為，是「依法行政原

則」的內涵之一，該原則要求國家要限制人民權利時必須於法有據，沒有法律授權下

行政機關即不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為。在法律保留原則之下，行政行為不能以消極不牴

                                                      
166

 邱忠義，刑事偵查中搜索、扣押辯護人在場權及審前羈押，月旦法學雜誌，第 169 期，2009 年 6

月，頁 299-300。 
167

 陳新民，評議法定法官原則的探討與重罪羈押合憲性的爭議，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23。 
168

 李錫棟，同前註 92，頁 27。蔡秋明，同前註 5，頁 126-131。朱朝亮，法庭遠距視訊與對質詰問，

檢察新論，第 18 期，2015 年 7 月，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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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法律為已足，尚須有法律之明文依據，由於法律保留要求國家行政權的發動必須積

極以法律依據為必要，故又稱為「積極的依法行政原則」169。行政機關在法律規定下

是否以及應當如何作為，應遵守法律保留原則。例如憲法中就眾多事項規定「得以」或

「應以」法律規範者為是，此等事項即可稱為「法律保留事項」
170
。  

第二項 法律保留之沿革 

    西元 19世紀中葉以降，立憲主義風潮漸興，西方國家發展出權力分立及以保障

基本人權的立憲體制，要求國家行政權非經立法機關通過法律不得干涉人民之自由

及財產，並就由法律存在限制君主權限。在此背景下，法律保留為「干涉保留」，是

人民用以對抗國家權力而獲得保障的憲法機制
171。時至近日，憲政理念以貫徹至國

家各領域中，成為法治國家的基礎。並隨著理念的貫徹與時代的演進，不在受限於

對抗行政權之干涉，也不再侷限於公法領域172。 

第三項 層級化法律保留 

    在法律保留原則173下，隨著依法規制事項不同，德國發展出所謂「重要性理論」，

認為所涉公眾及個人之基本及重要決定，應交由立法者以「法律」為保障，此為「國

會保留」。但就何種事項為國會保留之範疇，應有一個認定標準以便於判斷。此種認

定標準，則為「規範密度」的討論。基本而言，對於人民基本權利影響越大，對公

眾效果越大者，越需要立法者詳細規定，便是國會保留事項。 

                                                      
169

 李建良，行政法：第十講─依法行政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月旦法學教室，第 49 期，2006 年 11

月，頁 46-47。 
170

 例如：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基本權利之限制、第 24 條：「凡

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

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國家賠償事項、機構組織（憲法第 34、61、76、82、

89、106 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中央與地方權限（憲法第 107 條、108 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戒嚴（憲法第 39 條）、緊急命令（憲法第 43 條）、公民權（憲法第 129 條、第 130 條、第

133-第 136 條）、社會安全（憲法第 153、154 條）、文化教育（憲法第 162 條）、兩岸關係（憲法

增修條文第 11 條）。 
171

 陳敏，行政法總論，2009 年 9 月，六版，頁 157-165。李建良，同前註 169，頁 47-48。 
172

 仍有所謂「特別權力關係」，例如監獄、公務員、公務員等，保留於行政內部，而不適用法律保

留原則。 
173

 林山田教授於氏著中提及以「法律性原則」作為控制強制處分發動的限制。其概念如下：「強制

處分剝奪或限制受處分者之自由或權利，並課予受處分者特定之義務，其內容涉及憲法所保障之

基本自由與權利或義務，故應遵守法律性原則，必須以法律定之。」自該原則內涵判斷，與「法

律保留原則」概念相同，僅在於用語差異。林山田，同前註 162，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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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原則下，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透過釋字第 443號解釋的作成建構起我國「層

級化的法律保留原則」。按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對於影響基本

權事項及程度作區分（節錄）：「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

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

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

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

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

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

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

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

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

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

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

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

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

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

乃屬當然。」就解釋理由書所為說明，當事項如涉及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

自由者，便須以法律規範，是為「國會保留事項」。以刑事訴訟程序為例，該法中為

了追求國家刑法權實現，常需藉由強制處分手段來達到蒐證、保全程序等目的，因

此強制處分發動附隨著對於被告或處分相對人的重大權益影響，自應在刑事訴訟法

中訂定。 

第四項 刑事程序與法律保留 

    刑事法本為國家司法機關（法院、檢察署與調查單位）作為國家高權主體，並

以其高權主體地位而規定權利、義務或組織者的法律，本為公法範疇174。再者，刑

事訴訟法中所規制各項強制處分的作程，皆附隨著對於刑事被告或第三人的基本權

力干預，是刑事程序的進展過程及其終極目的的實現，不可能在不涉及基本權利侵

害的前提下完成。故刑事程序法律與國家憲法的緊張關係，遠比其他法律來得嚴重，

故有「刑事訴訟法為憲法測震儀」的法諺，表徵了本法與憲法的特殊關連175。綜觀

                                                      
174

 陳敏，同前註 171，頁 33-35。 
175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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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刑事訴訟法，與憲法精神最為緊張者乃強制處分，蓋強制處分本質上就是基本

權干預性質的國家行為，處分實施之結果，導致受處分對象意思不自由，或更嚴重

地遭到行動自由的限制，或使秘密遭揭露及財產的侵害，都是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

利之限制者，當然應有法律明文規範方得發動必須遵守法律保留原則
176。並且為求

加強控管，法律對於強制處分的發動亦設有特別要件，例如法官保留原則、令狀原

則的事前監督，以及對於處分有違法疑慮的事後抗告救濟者為是177。 

    以我國刑事訴訟程序言，除本法列舉強制處分外，對於各種強制處分類型都應

訂定詳細程序
178，當中又以羈押處分為甚。羈押對被告生活及許多憲法保障基本人

都有嚴重侵害，同時也撕裂被告私人生活與社會關係，被羈押者在現實社會中也往

往和犯罪者劃上等號，此種烙印對被告往往帶來劇烈的不良影響。鑑此，更需以法

律保留原則作為羈押發動的限制
179。在司法院釋字第 392號當中大法官（節錄）：「…

羈押之將人至家庭、社會、職業生活中隔離，『拘禁』於看守所、長期拘束其行動，

此人身自由之喪失，非特予其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其名譽、信用─人格權之影

響亦甚重大，係干預人身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自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

段』，允宜慎重從事，其非確已具備法定條件且認有必要者，當不可率然為之。…」

大法官亦展現出了法律作為羈押發動界限之重要性。在釋字第 392號做成之後，民

國 86年立法者即對羈押法定原因做出修正、在於民國 107年司法院釋字第 737號同

對羈押程序中被告偵查中義務辯護及辯護人資訊獲知權作出重大修正。一連串的修

法，體現出立法者對羈押處分審慎的態度，並透過高密度的條文制定，以其使羈押

處分作成與程序都合於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第三節 比例原則 

                                                      
176

 張麗卿，同前註 111，頁 248-249。 
177

 許澤天，刑事訴訟法論Ⅱ，2003 年 8 月，二版，頁 15。 
178

 我國強制處分在法律保留原則的遵守，學者稱目前成效雖不盡人意，但已符合先進國家的立法例。

近年我國於強制處分的操作，隨著科技的發展應用上產生諸多應用科技的新形態強制處分，此些

新型態的強制處分的立法往往落後於檢調機關實際運作，有諸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嫌。例如實

務運用已久的 GPS 跟監、及新興無人機監控，都涉及人民隱私權的侵害，然尚未有法律明文規

範，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可能性。又中國 2012 年修正《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 263 條以

下已對科技偵查有為明文規範，相較之下，我國對科技偵查手段規範明顯落後，相關單位應儘速

立法。馬躍中，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中「技術偵查」之介紹與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 1 期，

頁 23-27。蘋果日報，另類「看見台灣」 空拍機變緝凶利器，蘋果電子網，2017 年 11 月 26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71126/37856609（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2 月 12 日） 
179

 楊雲驊，同前註 1，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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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釋字第 665號解釋理由書提及：「…羈押作為刑事保全程序時，旨在確保

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惟羈押係拘束刑事被告身體自由，

並將之收押於一定處所，乃干預身體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使刑事被告與家庭、社

會及職業生活隔離，非特予其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其名譽、信用等人格權之影

響甚為重大，自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從事（本院釋字第三九

二號、第六五三號、第六五四號解釋參照）。是法律規定羈押刑事被告之要件，須基

於維持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之重大公益要求，並符合比例原則，方得為之。…」

本號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要求羈押處分的發動，縱然有助於達成程序目的且合於刑

事訴訟法規範，但並非毫無節制，必須受憲法比例原則節制
180。 

    憲法第 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

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是而國

家得在「必要」範圍內，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是為比例原則表現
181。在司法

院釋字第 436號當中，解釋文中明確指出本條為「比例原則」，自此之後奠定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的憲法地位。其後，司法院釋字第 476號解釋文（節錄）：「…人民身

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惟國家刑罰權之

實現，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所為之規範，倘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符合，即無乖於比例原則，要不

得僅以其關乎人民生命、身體之自由，遂執兩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規定事項，而謂其

係有違於前開憲法之意旨。…」182對於比例原則具體概念提出詮釋，簡述如下。 

第一項 概念 

    比例原則（廣義比例性原則、相當性原則），為公權力介入干預人民基本權利時

所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簡言之，要求國家機關「手段」和其欲達成「目的」不可

顯失均衡，需有相當性存在183。是該原則係用以作為控制行政裁量處分以及其他干

                                                      
180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07。 
181

 陳敏，同前註 171，頁 87-88。黃舒芃，比例原則及其階層化操作─一個著眼於司法院釋憲實務

發展趨勢的反思，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19 期，2016 年 9 月，頁 5-6。林鈺雄，從基本權體系論

身體檢查處分，臺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 3 期，2004 年 5 月，頁 177-178。許澤天，同前註 177，

頁 16-18。 
182

 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論比例原則與違憲審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2001 年 12 月 31 日，頁 2-3。 
183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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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性國家行為之合憲性或合法性審查之利器
184
。 

第一款 內涵 

    現行法除憲法第 23條為比例原則憲法位階規範外，行政程序法第 7條就此原內

涵明文：「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

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故比例原則概念可在具體區分

為三個子原則：適合性原則、必要性原則以及狹義比例原則。 

第一目 適合性原則 

     適合性原則又稱「適當性原則」（Grundsatz der Geeignetheit、Tauglichkeit），

所指為一種目的與手段間的關係─手段是否「適於」達成某一目的？即本於手段是

否有效的角度出發，檢視國家行為採取的方法是否有效。 

第二目 必要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Grundsatz der Erforderlichkeit）國家機關為達所企求目的所

採取之手段，除了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外，當現實上已無其他同樣有效的手段且對

受侵害人民造成侵害較小時，該項手段才可被視為是必要的。換言之，當達成同一

目的的手段為複數時，則必須選擇對於人民權益損害最小的手段為之，是而必要性

原則又稱「最小干預原則」。 

第三目 相當性原則 

    相當性原則（又稱「狹義比例性原則」）(Verhaeltnismaessigkeit in engerem 

Sinne, Proportionalitaet)要求不能用犧牲過大人民私益之手段，追求一個較小的

公益。著眼於限制基本權手段的，與所欲達成的目的之間，必須處於一個合理且適

度的關係。亦即，應考慮「干預利益」與「所追求利益」之利益衡量，期能達到利

益和諧的目的185。通俗來講，指不能用牛刀殺雞，或不能用大砲打小鳥。 

                                                      
184

 林明鏘，比例原則之功能與危機，月旦法學雜誌，第 231 期，2014 年 8 月，頁 65-66。 
185

 許澤天，同前註 177，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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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三具體
186
判斷標準來看，憲法第 23條實質內涵的定義在於防止國家公權

力對人民基本權利過度的侵害。如此的概念，也成為國家高權行使時，都應遵守「節

制不當公權力」的人權保障意識踐行。 

第二項 比例原則與刑事程序強制處分 

    刑事程序中的強制處分，以國家高權者的身分行使強制力要求受處分相對人負

擔法律上義務，足茲證明強制處分有高度可能性造成人權侵害。在可預見國家公權

力發動有損於人權之計，更無理由對其加以縱容。因此，除了憲法第 23條規定外，

刑事程序中仍有諸多條文就處分發動為比例原則的具體規範。然而，縱使法律未為

明文規範，代表國家做成公權力處分的公務員，仍應遵守比例原則之精神，此乃當

然之理
187。 

    在刑事訴訟法中對於比例原則體現，於涉及拘束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的

強制處分規範中尤為明顯。例如：本法第 90條：「被告抗拒拘提、逮捕或脫逃者，

得用強制力拘提或逮捕之。但不能逾越必要之程度。」此際所稱「不得逾越必要程

度」係比例原則體現，要求強制力手段與壓制被告抗拒力二者間必須均衡（相當性

原則）。第 87條第 3項：「通緝於其原因消滅或以顯無必要時，應即撤銷。」當通緝

處分已無助於程序目的達成，則不符合適當性原則。第 101條之 2：「被告經法官訊

問後，雖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

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其有第一百十四條各款所定情形之

一者，非有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本條要求當被告有羈

押原因卻無羈押必要時，表示個案當中存有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可達相同目的，則

應優先使用適合的羈押替代措施，是為比例原則下必要性原則的體現。 

    羈押程序中，對於比例原則的要求尤甚，原因在於前述羈押為刑事訴訟中對人

權侵害的嚴重性。因此在本法第十章被告之羈押中，為加強檢察官、法官的注意義

務，立法者條文設計上具體規範了許多督促執法人員對於比例原則的注意義務。第

                                                      
186

 我國國內學說為比例原則論述之時，多著重於目的和手段間的合理關聯，方有上述比例原則之下

三個子原則。然而學者黃舒芃教授指出：「…由於我國若干論著對德國法上比例原則的介紹，僅

著重在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合理關聯性，從而形成國內部分論者以為德國比例原則只講究三個子原

則、完全不過問目的正當性的錯誤印象。…」據此提出比例原則下的四項子原則，分別為：適合

性要求、必要性要求、狹義比例性原則與「公權力行使所追求的目的，必須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

黃舒芃，同前註 181 文，註腳 8，頁 7。 
187

 張麗卿，同前註 111，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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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條第 1項本文中有「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第

101條之 1第 1項本文「而有羈押必要者，得羈押之」、前述第 101條之 2皆有類此

規範。而第 105條第 1項：「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

必要者為限。」也以必要性原則作為羈押被告待遇管束的指導原則，本章中對於比

例原則的要求諸多，且多明定於條文之中，茲不贅述。 

第四節 結語 

    司法院釋字 392號說明了羈押處分對於受羈押被告的嚴重性：「而羈押之將人自

家庭、社會、職業生活中隔離，『拘禁』於看守所、長期拘束其行動，此人身自由之

喪失，非特予其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其名譽、信用─人格權之影響亦甚重大，

係干預人身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自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

從事，其非確已具備法定條件且認有必要者，當不可率然為之。…」羈押對於被告

的貽害，非僅僅限於人身自由拘禁，其所伴隨著心理、社會信用、家庭等的影響，

更將造成難以抹滅的傷痕。然為求國家司法權的有效發動，羈押在程序上仍有其難

以取代的必要性，將被告收押於看守所中，絕斷其與外界之交通，使其無從逃逸，

最足以確保程序的進行188。因此羈押為刑事程序中最具有效的的強制處分，也是世

界各國均無法割捨的原因，此即「必要之惡」的特點
189。既然國家司法政策上既無

法對羈押處分捨棄而不用，則需建立合理的基本原則對於羈押處的的行使採行管

控。 

    本節就羈押處分應所遵守的三原則：法定原則、比例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三者

為處理。法定原則與比例原則的實踐，展現在刑事訴訟法的立法設計之上。惟無罪

推定原則與羈押處分的拉鋸，時為學者所提出討論，故本節就概念就為抽象之無罪

推定為較多篇幅討論，並學者於討論羈押議題時，多認羈押處分有違反無罪推定之

虞190。對此，本文自法制史考據出發，認羈押是否違反無罪推定爭議應回歸其是否

合於舉證分配以及證據法則為標準。進一步認定我國現行羈押處分非全然違背無罪

推定，理由在於無罪推定義非一概杜絕判決確定前對被告的基本權處分，而是在符

合於法定原則、比例原則並由檢方舉證，足致法院法官形成一定程度的心證門檻時

發動即為無悖於無罪推定的羈押處分。  

                                                      
188

 李錫棟，同前註 92，頁 20。 
189

 楊雲驊，同前註 1，頁 81。 
190

 王梅英，同前註 164，頁 14。王彥文，同前註 7，頁 1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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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羈押處分 

    通篇刑事程序，就被告基本權利造成最嚴重侵害的強制處分莫甚於羈押處分，

然而就保全刑事程序暨防杜被告逃亡最為有效者亦為羈押。惟近日被告潛逃之例時

有所聞，羈押規範功能缺失的問題已然浮現。本章欲先自內國實定法規角度出發檢

視現行羈押防逃處分之相關規範，並就立法者立法構想與現實運作的落差加以檢

討。 

第一節 羈押定義 

    羈押制度的存在，作為犯罪偵查及保全程序的手段之一，是確保國家刑罰權實

現的一環。處分內容所指，在於判決確定之前，檢察官或法官訊問被告後，認本案

存有羈押的原因及必要性，為防止被告逃亡或刑事程序目的達成，在一段期間內剝

奪被告行動自由的對人強制處分191，在受羈押期間依羈押法第 1條規定，將被告限

制於看守所中。目前國內學說對於羈押的定義不全然相同，統整各該學者定義後將

其特性粗略分為以下三點： 

一、 需於判決確定前發動 

    羈押處分客觀型態與自由刑相同，都是剝奪被告人身自由並將其置於國家

實力支配之下。惟判決確定前受羈押之被告、與受確定判決後有期徒刑處分受

刑間仍存有權利上之差異，羈押中之被告所受無罪推定保護的程度應高於判決

確定後的被告，二者受訴訟程序保障差異有別、權利義務不同，所適用的法規

範亦不同192，故羈押處分發動時點，應限於判決確定前193。學者有謂：「羈押乃

將被告拘禁於特定拘禁措施（看守所）之強制處分，即在裁判確定前之一定期

間內，暫時拘束被告之身體自由於看守所之強制處分，故亦有謂之為『未決拘

                                                      
191

 李建良，押牢裡的自由與尊嚴─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與司法救濟，台灣法學雜誌，第 120 期，

2009 年 1 月 15 日，頁 26-27。 
192

 刑事被告受羈押者，適用「羈押法」，而受確定判決自由刑（指徒刑、拘役）監禁者，適用「監

獄行刑法」。 
193

 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245-247。朱石炎，同前註 163，頁 105。黃朝義，刑事訴訟法，2016 年，

四版，頁 200。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54-355。石宜琳，從羈押審查論被告司法人權維護─兼

評釋字第六六五號，法學新論，第 39 期，2012 年 12 月，頁 90-91。惟亦有國內學者認為羈押處

分發動於判決確定之後仍得為之，孫啟強，同前註 7，頁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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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者，此則有別於已決（裁判確定）拘禁
194
。」 再者，羈押的功能在保全證

據、與確保被告最終得以接受判決執行，故其階段性功能應於執行階開始時終

結，而執行階段的開始，恰為判決確定、審判程序告終時。 

二、 符合法定要件 

    羈押的發動，伴隨對被告所有基本權利的高度侵害，故其發動不得由執行

刑事訴訟公務員恣意為之，必須符合法律要件，即羈押個案具有本法第 101條

第 1項各款、或第 101條之 1各款要件方得為之。 

三、 將受羈押被告拘禁於看守所內於一定期間內限制其人身自由 

    羈押法第 1條規定：「刑事被告應羈押者，於看守所羈押之。（第一項） 

刑事被告為婦女者，應羈押於女所，女所附設於看守所時，應嚴為分界。（第二

項）」受羈押被告拘禁的處所則有別於受刑人拘禁處所195。但如果被告為未滿 20

歲的青少年，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71條第 2項196，則羈押於少年觀護所中。 

第二節 羈押目的 

    羈押作為強制處分類型之一，存於刑事訴訟上的制度目的不應超脫於強制處分

功能範圍外。而所謂強制處分的功能目的，在於保全程序、蒐集證據和國家刑罰權

的有效，上述目的都要透過具備強制力的國家處分行為發動方得有效達成197，但為

了避免不當干預人權權利，羈押處分做成也以有助於以上目的實現為限。 

    除此之外，尚得自應然面與實然面二角度對羈押目的為深入探討198： 

（一）應然面：自應然面以觀，羈押核心目的在於確保刑事追訴、審判及執行的進

行，透過限制被告行動自由以確保他無使案情晦暗的機會，並能自始自終參與程序，

                                                      
194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上），2010 年，頁 370。林永謀，論羈押，法令月刊，第 49 卷第 8 期，

1998 年 11 月，頁 3。 
195

 陳松檀，以程序保全為目的之羈押原因─從釋字第 665 號關於重罪羈押解釋談起（上），司法周

刊，第 1510 期，2010 年 9 月 23 日，頁 2。 
196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71 條：「少年被告非有不得已情形，不得羈押之。（第一項）少年被告應羈押

於少年觀護所。於年滿二十歲時，應移押於看守所。（第二項）少年刑事案件，於少年法院調查

中之收容，視為未判決前之羈押，準用刑法第四十六條折抵刑期之規定。（第三項）」 
197

 褚劍鴻，刑事訴訟法論，2001 年 9 月，三版，頁 169。朱石炎，同前註 163，頁 105。林俊益，

同前註 138，頁 219。 
198

 許澤天，同前註 177，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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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接受判決結果。以防止被告規避為目的的羈押，便是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

即為求確保程序所設。再者，羈押可防止被告串證、滅證或變造證據，得以有效幫

助檢調機關或法院蒐集證據，同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2款如是，而條法第 101條 1

項 3款的發動則兼具前二款的功能。此外，本法第 101條之 1尚將羈押作為預防犯

罪的保安監禁措施，惟此條文之立法目的已明顯逾越強制處分之功能，現行法在有

無違憲之疑慮，尚有待商榷。 

（二）實然面：在實務運作外，除了應然面的程序目的達成外，實務運作上往往存

有過度依賴羈押以達羈押法定目的以外功能
199。例如：將羈押作為偵查手段使用，

受羈押的被告身處恐懼、孤立狀態，意志弱化，容易自白或認罪200，因此將羈押處

分作為施押被告的取供手段，是為實務所稱「押人取供」的違法取證工具201、或作

為安撫被害人
202、社會群眾心理之政策工具203。 

    實然面取向，導因於實務人為使用之結果亟需檢討改善，然因其所涉之個案性、

人為介入影響性高，故非為本文所欲處理討論之核心重點。本節所欲討論為羈押制

度應然面的討論，並自強制處分原始目的發展檢視，重點強調目前我國規定第 101

條第 1項對於羈押防止被告逃亡的原始程序目的功效不彰的問題提出檢討。 

 

 

 

                                                      
199

 林永謀，同前註 194，頁 3。 
200

 石宜琳，同前註 193，頁 90-91。 
201

 實務押人取供問題的討論，詳參楊雲驊，我國羈押實務與人權保障，台灣法學，第 121 期，2009

年 2 月 1 日，頁 81-92。林峯正，網路學運與押人取供，司法改革雜誌，69 期，2008 年 12 月，

頁 7。許澤天，羈押陳水扁，台灣法學雜誌，第 117 期，2008 年 12 月，頁 12-13。王兆鵬，刑事

訴訟中被遺忘的權利─緘默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145 期，2007 年 6 月，頁 176-177。 
202

 林山田，中德羈押法制之比較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34 期，1986 年 12 月，頁 121。 
203

 羈押目的的功能，依學者固可區分為應然與實然二面向，惟實務面羈押目的受制於個別職司刑事

訴訟公務員之運作，存乎一心，屬於整體司法結構之問題，此等目的固然可議然並非本節討論核

心。最高法院 98 年台抗字第 691 號（節錄）：「羈押之目的，除了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

之完成外另亦有刑事執行保全之目的。以犯重罪作為羈押原因，其目的在確保刑罰之執行，兼具

安撫社會大眾情緒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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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羈押防逃法制─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 

第一項 形式要件 

第一款 拘捕前置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28條第 4項：「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

訊問後，認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

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

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九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用之。」本條為我國拘捕前置精神的法規範

依據，立法精神在於要求偵查中檢察官羈押的聲請前，被告須受合法拘提或逮捕程

序後方得聲請
204。自本原則可以導出，拘提或逮捕所依據的犯罪事實與羈押的犯罪

事實必須相同，若先前拘提逮捕所依憑的犯罪事實與之後聲請所依據的事實相異，

所為之拘捕、羈押處分可能為認定為違法處分。 

    「拘捕前置原則」的立法目的在於實現「雙重審查」以保障被告人身自由不受

檢察官的恣意侵害，立意良善。然而，該原則在實然面上卻存有立法邏輯上的矛盾，

例如，檢察官本身即享有拘捕被告的決定權，故檢察官得片面決定應否拘捕被告，

甚至以一己主觀而抹除先前拘捕處分違誤之處，架空了雙重審查原始目的。除此之

外，第 228條第 4項操作下，變成檢察官為了遷就羈押的決定而拘捕名義，條文設

計僅是為了滿足拘捕前置的外觀，僅具有形式效力，實質上並不具有審查意義205。 

                                                      
204

 林永謀，同前註 194，頁 5。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200-203。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70-372。

林俊益，拘捕前置原則，萬國法律，第 103 期，1999 年 2 月，頁 63-64。陳煜昇，刑事程序中無

罪推定原則之研究，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5 月，頁 44。 
205

 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203。黃朝義教授於其論著中批判現行拘捕前置原則之理由有一：「另一

質疑係刑事訴訟法上並無任何規定，法院於審查羈押時，應先審查拘提（逮捕）之合法性，且立

法者於刑事訴訟法中，並無具體『授權』，法院得逕予駁回不合法（逮捕）所為之羈押聲請，如

此一來造成實務上法院『無法可用』之窘境，無辜的是刑事訴訟程序下之被告。其實落實拘提（逮

捕）前置原則之理念，係民主國家法治正當法律程序中所需達成之重要內容。我國目前法制上仍

出現相當多之問題點，其中最大之『根源』乃檢察官仍擁有拘提（逮捕）等強制處分之決定權。…」

本文以為就此一疑義雖法無規定為真，然尚非無解決之道。其一，拘捕前置原則既為羈押的形式

要件之一，則在先前拘提逮捕處分違法之情事下，便不符合機捕前置原則，即無法滿足羈押要件，

故對於該要件欠缺之羈押聲請，法院自應駁回。其二，對於國家機關的違法行為，法院作為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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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下的拘捕前置原則縱然立意良善，展現立法者立法之初對於羈押制度發

動的嚴格事前管制與審慎態度，但法制設計尚存不合理造成立法目的構想無法實現，

是拘捕前置原則未來仍有待檢討改進。 

第二款 經法官訊問 

    憲法第 8條第 2項要求：「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

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

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

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羈押處分是身體自由的重大干預，所以發動

除必須依法定程序發動外，尚須交由法院進行審問。在司法院釋字第 392號解釋做

成後，羈押的決定採法官保留模式206，由法院主責審查羈押被告與否，而法院的審

查以有審判權之法官「訊問」為必要，本法第 101條第 1項本文：「被告經法官訊問

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

行者，得羈押之……」既由法院裁定羈押是否發動，則為求中立客觀瞭解本案事實

應否羈押被告，自應直面被告並訊問之207。 

     為求羈押審查慎重，無論偵查中或審判中羈押都採行言詞審理原則，用以確保

「法官訊問」要件實踐。最高法院 98年台抗字第 640號判決（節錄）：「……此項訊

問程序（羈押訊問），屬羈押與否之言詞審查程序，乃羈押之前提要件。蓋有無羈押

原因或有無羈押必要，自須先經訊問調查，方能認定；即令延長羈押，亦須踐行此

一『訊問』程序，使被告得有陳述意見機會，方得據以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

切情事而為有無繼續羈押必要之審認。……」最高法院於本裁定中就（延長）羈押

訊問的程序重要性和訊問之於被告訴訟權利影響有所說明。 

                                                                                                                                                              
審查的司法單位，自應秉公處斷，而駁回該羈押聲請，目的在於「嚇阻國家機關的僥倖心態」。

相同見解石宜琳，同前註 193，註腳 14，頁 93。 
206

 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作成，羈押決定權回歸法院，羈押准駁、撤銷羈押、停止羈押、再執行羈押、

延長羈押等，統一保留由法官審查決定，此謂之羈押「法官保留原則」。石宜琳，同前註 193，

頁 86。 
207

 黃裕仁，羈押替代處分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60-61。有學者認為羈押訊

問乃屬程序事項，毋庸適用直接審理原則。石宜琳，同前註 193，頁 95。然本文愚見所認，羈押

審查庭組織結構與審判庭相像，且亦有類似對審結構之要求，為求確實保障被告權利，宜應採直

接審理原則。況在偵查中，因拘捕前置原則之要求被告行動自由客觀上置於檢調機關控制下，少

有踐行直接審理之困難；又審判中之羈押，本應遵守審判程序直接審理原則之拘束。故羈押審查

程序，仍應以直接審理原則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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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簽發押票 

    本法第 102條第 1項：「羈押被告，應用押票。」押票的簽發為羈押命令的必要

成分，有押票羈押處分方得發動，此為「令狀原則」之體現，也作為彰顯處分發動

審慎的表徵。法院法官在訊問完被告後，若認為被告符合羈押要件，且有羈押必要，

即應依本法第 102條規定簽發押票。押票記載需符合法定程式（刑訴第 102條第 2

項）、且經法官簽名（刑訴第 102條第 3項），如押票的記載有任何缺失，被告對該

瑕疵得於任何時刻、任何程序中提出加以爭執
208。 

第二項 實質要件 

     羈押處法的發動涉及對被告權益重大影響，其就被告人身自由與其他基本權利

的影響更不亞於判決確定後的刑之執行。處分發動尤應審慎，除了上述形式要件審

查外，更應就羈押個案為實質審查： 

第一款 犯罪嫌疑重大 

     犯罪嫌疑重大之被告方得羈押，此乃當然之理。按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

項、第 101條之 1皆有此要求。所謂「犯罪嫌疑重大」指依程序進行中所出示之具

體證據顯示，被告有高度可能犯下被指控的罪名209。惟須注意的是，犯嫌重大所要

求，為「嫌疑重大」，非個案情節重大210。須由受理羈押聲請之法官，依據檢察官聲

請意指所附的犯罪事實、羈押原因、羈押必要之釋明及相關證據等個案之具體事實，

綜合訊問被告後之陳述及抗辯，依據當事人所呈證據形成心證並謹慎認定。此階段

法院法官心證形成程度，無庸至嫌疑重大程度，只要達「有事實足認（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程度已足，更無達到有罪確信的標準211。羈押的實質要件

                                                      
208

 李錫棟，談押票之簽發，法務通訊，第 2030 期，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9

 張麗卿，同前註 111，頁 270。 
210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八點：「對於被告實施羈押，務須慎重將事，非確有

刑訴法第一○一條第一項或第一○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而有羈押之必要者，不得羈押。

尤對第一○一條之一第一項之預防性羈押，須至為審慎。至上揭規定所謂『犯罪嫌疑重大』者，

係指其所犯之罪確有重大嫌疑而言，與案情重大不同。」 
211

 許澤天，同前註 177，頁 57-58。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聲字第 3593 號裁定（節錄）：「…惟按決定

羈押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與有罪判決須達毫無懷疑之有罪確信之心證

有所不同，法院僅須依本案卷證為形式上審查，以為憑斷，至於認定被告究否構成加重準強盜罪

之實體事項，尚非羈押程序予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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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雖要求被告須犯罪嫌疑重大，但「嫌疑重大」的判斷，無法客觀衡斷，存乎法

院一心。然學者有認，賦予法院裁量空間的要件，就法律控制密度而言功能有限212。 

第二款 羈押原因 

    於司法院釋字第 384號解釋理由書當中，大法官要求：「…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

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內為憲法保留之範圍，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均受

上開規定之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其他事項所定之程序，亦須以

法律定之，…」羈押處分性質上為干預人身自由重大的強制處分，也需具備法律位

階的明文規範，方合於「法律保留原則」誡命。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為「一般性羈

押」明文，之所以稱一般性羈押乃因其羈押原因都是以實行訴訟、保全證據或刑罰

執行為目的，以此與第 101條之 1預防性羈押區隔
213。 

    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

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

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第一項）法官

為前項之訊問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但第九十

三條第二項但書之情形，檢察官應到場敘明理由，並指明限制或禁止之範圍。（第二

項）第一項各款所依據之事實、各項理由之具體內容及有關證據，應告知被告及其

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但依第九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經法院禁止被告及其辯

護人獲知之卷證，不得作為羈押審查之依據。（第三項）被告、辯護人得於第一項訊

問前，請求法官給予適當時間為答辯之準備。（第四項）」本條為「一般性羈押」明

文，而就防逃目的高度相關者，即屬本條第 1項第 1款規範。  

    被告刑事訴訟程序中確實到庭（場），有助於發現真實及證據調查的暢行，同時

有助於確保被告接受判決執行，但如被告因逃亡而從刑事審判程序中缺席214，導致

                                                      
212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61。 
213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61-362。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200。另有學者稱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2 款為「保全性羈押」、同條第 3 款為「重罪羈押」，用語雖有差異但本質相同，惟未免與

本文後述概念混淆，先為說明。陳松檀，論德國「逃避刑事程序之虞」羈押原因，成大法學，第

33 期，2017 年 6 月，頁 123-163。 
214

 被告審判期間毋庸到庭之例外：第一審之審判期日，除有特別規定，或許由代理人之輕微案件者

外，被告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法院即不得審判（刑事訴訟法第 306 條）、判決宣判期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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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刑罰權最終無法執行於被告身上，其所帶來的結果將是先行程序虛耗、司法機

關所付出一切努力終成泡影215。因而，刑訴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以被告到庭、

並保證被告確實承擔確定判決之結果落實刑事司法順行的程序最低度要求，把被告

有逃亡或逃亡之虞作為羈押原因。本款規定，在於適時加以控管被告行動自由，杜

絕被告於偵、審期間逃亡，在偵查、審判期間，檢察官、法官一旦察覺被告有逃亡

事實或疑慮時，即構成本款發動羈押處分的法定原因之一。 

    條文規範以「逃亡」、「逃亡之虞」作為法定要件，二者操作上存有差異。逃亡

者，指被告有客觀行為事實存在，例如被告在偵查、審判期間至機場企圖潛逃被海

關發現、或於檢調機關控制下脫逃例如於押解期間逃脫等為是。而「逃亡之虞」指

被告將來有規避國家刑罰權而潛逃之「可能性」，但現實上被告尚未做出逃亡客觀事

實。對於被告有「逃亡之虞」羈押原因的判斷，係檢察官或審查法官預先擬定被告

逃亡的惡意存在，規範上有相當大的模糊空間存在，為了避免羈押與否的決斷存乎

於法官一己偏好，現行法因而規定滿足逃亡之虞的羈押原因須「有事實足認有逃亡

之虞」，必須事實上足認被告釋放後確有逃亡之危險，對此逃亡危險須由檢察官提住

證據證明，以求使操作標準臻為明確。例如被告短期內積極轉移財產及安排家人移

民、又或被告居無定所與家人關係欠佳等等綜合各情狀討論後，都可能被認定為有

逃亡之虞。在實務運作上，易被認定被告有逃亡之虞而因而被羈押情形有：有為躲

避債權人催討債務而逃匿之舉者（台灣高等法院 106年抗字第 1752號）、受羈押被

告曾有冒名應訊情事（臺高院 106年抗字 1776號）、被告曾有透過變裝、換搭計程

車方式，復曾傳簡訊予友人表示欲避風頭等行為（臺高院 106年抗字第 1645號）、

多次通知到庭而不到通緝紀錄和拘捕失敗情事（臺高院 106年聲字第 2884號、106

年抗字第 1356號裁定、106年抗字第 1325裁定，反對見解：106年抗字第 1412號

裁定，本裁定見解認原審受命法官指被告因經拘提而有逃亡之虞，容或率斷。）、因

職業因素頻繁往返香港、大陸地區，有在外國居住的聯繫因素（臺高院 106年聲字

第 3368號）、被告復無正當固定職業、隱匿其實際住居所，是逃亡之蓋然性甚高（臺

高院 106年聲字第 3058號裁定）……等等，茲不贅述。 

                                                                                                                                                              
事訴訟法第 312 條）等。 

215
 張麗卿，同前註 111，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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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羈押必要性 

    國家公權力之發動涉及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時，必然須受到比例原則之檢視，

經得起比例原則檢驗的處分行為，方可能為合法。因此，無論是一般性羈押（第 101

條）或預防性羈押（第 101條之 1），都必須遵守比例原則，此為當然之理，不待明

文規範。然而羈押處分侵害人民影響極大，更伴隨著斲傷被告其後訴訟程序權利的

高度可能，為求聲請機關與決定機關的謹慎，立法者再於法條中作規範，促使執法

機關提高注意義務。 

    一般性羈押，須「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為限。」（第 101

條第 1項），當案件被告有羈押原因卻無羈押必要時，應採用其他侵害權利程度較小

的替代手段。羈押處分客觀上與刑罰拘役自由刑同為限制被告行動自由，相較於其

他強制處分而言應作為最後手段發動
216。當個案法官訊問被告後認定其具備形式要

件、有羈押原因，但無羈押必要時，按照本法第 101條之 2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

後，雖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

押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其有第一百十四條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

非有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不得羈押。」據此，當法官認定各案裁定

羈押無必要時，得命被告具保（本法第 110條、第 111條、第 112條）、責付（第

115條）、限制住居（第 116條）217。 

第三項 防逃羈押現行法規評釋 

    我國羈押制度於刑事訴訟法立法之初即有規範，沿用至今也累積了十數年的歷

史，然而，對於羈押法制的規範至今仍然飽受了學說實務界的非難。對於羈押程序

的爭議至今未解，實務上就羈押事由的解釋與濫用爭議頻仍。本段落自現制出發，

對於防逃羈押的原因事由並就實際操作之困難簡扼說明，以待將來重視改善
218。 

    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專以防免被告逃亡作為羈押事由。以「防

止被告逃亡」為目的的羈押處分，多針對具體被告之所在及行蹤，是否為法院或檢

                                                      
216

 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192-193。 
217

 我國刑事程序以羈押為原則，例外方得處以羈押替代處分，又羈押替代措施明文者以具保、責付、

限制住居三者為限，規範簡陋、彈性不足，為明顯且亟待修正的一大問題。 
218

 許澤天，同前註 177，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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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所能掌握並具有支配之可能性為內容，或進而以「確保偵查、審判（認知程序）

與執行程序，使被告能確實到場」、「保全被告於刑事程序中始終在場」為立論219。

在我國法中規定必須「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者，適用及判斷應交由法官裁量，

並依照證據判斷被告是否逃亡及有無逃亡之虞，而不能僅憑決定機關（及聲請機關
220）

的臆斷或猜測，必須是以具體事證為根據，而得出被告有逃亡或逃亡的可能性存在

方得為羈押聲請或為裁定；要言之，必須踰越「相當理由」而有事實足認的程度，

審查法官至少形成 80%的
221心證程度認定被告合於本款規範222。 

    就達成防止被告逃亡的目的出發，有學者首先質疑本款「逃亡」二字使用過於

狹隘，難以合理掌握有必要加以規範之被告脫免程序之行為。在實務上曾發生被告

自行服用藥物致使陷入無訴訟能力狀態、或被告雖有固定住居所，然每次開庭，卻

遲於一兩小時後方才到庭，故意致審判程序無從實質進行者
223，又或者於審理期間

多次引用藥物自殺未遂者224。如被告審判期間素行不良，或甚以殘害自己來脫免刑

事責任、妨礙程序進行情節重大但卻不符合羈押原因，方有此條文文字過於僵化之

                                                      
219

 陳松檀，同前註 213，頁 131。 
220

 羈押決定機關雖為法院，然檢察機關作為聲請機關，同受到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要件拘束，

切勿恣意，否將徒耗司法資源並造成被告人權帶來過度侵擾。自民國 102 年 1 月 25 日被告張德

正駕車衝撞總統府案件以觀，被告於犯罪時因衝撞致其造成左側多處挫傷、左手掌骨折、氣胸、

肋骨裂傷，急送台大醫院加以治療。然本案檢察官仍以被告曾有出境紀錄為由以被告有逃亡之虞

聲請羈押，經法院裁定駁回後仍然五度抗告，媒體謔稱為「五度五關」。法界學者亦多批本案檢

察官的反覆聲請背離了羈押原始目的，更無視本法的法治規範，將羈押制度作為政策工具。此案

體現了檢察機關對於羈押之聲請要件亦應以「有事實足認」的心證程度為聲請門檻的重要性，以

及遵守法治國原則與客觀性義務的誡命。本文私以為，現行法制度雖仍有不足，但已與各先進國

家的規範先去不遠，甚至就羈押要件規範上我國對於被告人權的尊重與維護更於相較於美國、德

國法制先進國家為高，諸多爭議案件發生其實都源於執法者的操作以及情感主導法律的狀態。張

德正羈押案件始末，詳參高榮志，羈押張德正的「依法審判」之外，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

會，2014 年 2 月 19 日，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202（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2 月 23 日） 
221

 最高法院 98 年台抗字第 759 號裁定（節錄）：「…以量化為喻，若依客觀、正常之社會通念，認

為其人已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具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之

虞。此與前二款至少需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使足認有該情之虞者，自有程度之差別。…」此外，

有學者採不同見解，認本款所訂之「有事實足認」之心證程度需達到確信程度，許澤天，同前揭

註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頁 93-95。黃翰義，評釋字第六六五號解釋後對於實務上重罪羈押的

影響─以檢驗最高法院之見解為中心，月旦裁判時報，第 29 期，2014 年 10 月，頁 126-145。 
222

 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66-67。石宜琳，同前註 193，頁 101-102。 
223

 陳松檀，同前註 213，頁 127-128。所述情形為學者從事實務工作之親身經歷。 
224

 洪臣宏、方志賢，真的想自殺？ 強冠董事長葉文祥驚傳喝濃縮清潔劑送醫急救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193111，自由時報電子報，2017 年 9 月 14 日。（最

後瀏覽日：2017 年 12 月 23 日）蘇怡璇，賣油給北韓？涉案商人驚傳吞藥自殺！

https://www.msn.com/zh-tw/news/national/%E8%B3%A3%E6%B2%B9%E7%B5%A6%E5%8C%97%E9%

9F%93%EF%BC%9F%E6%B6%89%E6%A1%88%E5%95%86%E4%BA%BA%E9%A9%9A%E5%82%B

3%E5%90%9E%E8%97%A5%E8%87%AA%E6%AE%BA%EF%BC%81/ar-AAuSlam，三立新聞網，2018

年 1 月 19 日。（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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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為了因應類似問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12第 2項規範就保全程序之羈押處分

除了「逃亡」（flüchtig）外， 還加上「隱匿」（verborgen）用語，解釋上包含逃避

刑事程序與自陷無就審能力者225。德國法將被告逃避審判或刻意拖延訴訟程序等行

為作為羈押原因，足資為我國將來修法參照。 

    而對於被告逃亡可能性的認定，除了依個案證據所示外。在德國法的操作，也

以特定客觀事實存在與否，做為認定被告有逃亡疑慮的標準，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13

第 2項規定，對所犯為輕罪之被告，法院認定被告曾經逃避過一次刑事程序或準備

逃亡、被告無固定住居所、無法證明其身分時，以被告有較高的逃亡疑慮因而作為

羈押原因，立法上以客觀事實做為認定標準，實務運作上較為明確足茲為我國參照。

但本文所認對於被告有逃亡之虞的認定，法院應衡斷各項情狀後個案判斷較為妥適，

例如：被告曾有逃亡前科紀錄
226、欠缺固定家庭及收入、與外國關係良好、非本國

人或具有雙重國籍者227、年齡、疾病、社經地位228或家庭關係等，都是審理法官必

須各項要件審酌後依個案綜合判斷被告是否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 

    本文所欲強調者，在於被告如欲干擾審判程序進行及規避刑責，在今日社會其

得使用手段將不限於逃亡或逃亡之虞，爰可仿照德國刑訴法第 112 條規定，本於「保

全程序」的立法目的，修法納入被告故意干擾審判程序進行做為羈押原因之一。除

此之外，羈押決定機關法院為「逃亡之虞」認定時，應就個案情節綜合各項情事後

為羈押與否的處斷。透過修法及實務運作縝密度的提升，將更有助於本款保全程序

與防止被告逃亡目的的達成。 

第四項 小結 

    第 101條一般性羈押規定底下，第 1項第 1款將被告虞逃做為羈押事由，是為

                                                      
225

 1989 年，Oldenburg 邦高等法院曾作成裁定，對於一名患有高血壓，卻不遵循醫生開立藥方以致

未服用藥物而呈現無就審狀況知被告，認為其行為應評價為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1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為了脫免程序，而有導致刑事程序進行發生受到阻礙危險之行為。陳松檀，同前註 213

文，頁 145-154。 
226

 高等法院 106 年上訴字第 1929 號：被告於 87 年間曾因違反建築法、肅清煙毒條例等案件經判決

確定後，於檢察官執行刑罰時拒不到案，因而遭通緝。 
227

 高等法院 107 年抗字第 43 號裁定：本件被告具有雙重國籍身分，法院認其有逃亡之虞。 
228

 高等法院 106 年金上重訴字第 19 號裁定：被羈押被告為被告前曾任三屆立法委員，自 88 年至 105 

年間擔任立法院秘書長職務長達十六年餘，高等法院認定其人脈豐沛，政商關係良好且財力雄厚。

仍有可能保有相當資力，衡情其覓得逃亡管道及籌足逃亡資金之能力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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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防止被告逃亡」最為具體有效的強制措施。此外，同條第 1項第 3款重罪羈

押，因被告所犯為重罪時需兼具同項第 1及 2款事由，故重罪羈押同時兼具防止逃

亡之功能。刑事法中防堵被告竄逃的機制，透過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3款構築

起我國防逃的第一道防線。今日實務操操作以防逃為目的之羈押時，卻往往無法有

效斷絕被告逃亡可能，就現行被告潛逃的成功案例而言，諸如王又曾、伍澤元、劉

松藩等多是在審判階段，尤其是宣判後執行前階段逃亡，凸顯了防逃羈押力度不足

的問題。是縱然理論上法官在審判階段全程有權羈押被告，但礙於法規及現實問題

致使審判中防逃羈押效能欠缺，因而有本文第四章檢討防逃羈押的必要性。 

第四節 防逃功能羈押之替代措施 

    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 1款及 3款作為本法中保全被告最有效的手段，在

被告具備羈押的實質要件及形式要件時，將其羈押以斷絕逃亡的可能。惟若被告在

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定該名被告吻合第 101條 1項各款羈押原因，但無羈押必

要時，得命具保、責付和限制住居，法院法官受理羈押聲請後認定個案情節中被告

有羈押原因但無羈押之必要時，亦得為相同處分。或是經羈押的被告向法院提出聲

請，法院或法官認為再無羈押必要而裁定停止羈押者，也得由法官個案裁量後宣告

課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命具保、責付及限制住居者，是具有羈押之原因，但因為無羈押必要性或不適

宜續為羈押，而暫以非拘禁人身自由處分來實現羈押制度的功能。以防止被告逃亡

為目的的羈押為例，檢察官、法官依證據所示認定被告確有逃亡可能，但透過被告

繳納保釋金等其他處分變得斷其逃亡之念想時，即無需羈押。在現行法下，羈押除

為做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強制處分類型，作為羈押替代措施的具保、責付、限制住居

也有相同功能，可謂為刑事訴訟法中第二線的防逃機制。 

第一項 具保 

    我國刑事程序中之具保，一般又稱為「保釋」或「交保」，通常做為停止羈押及

檢察官、法院法官認免予羈押時的替代手段。概念上指命出具記載保證金額之保證

書，被告或第三人繳納相當之保證金額作為替代手段後，將被告釋放的處分（第 1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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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上得命具保的情形規範多樣，包含必為具保處分（第 114條）、免予羈押

逕命具保（第 98條、第 101條之 2）、停止羈押後的具保（第 110條、第 114條）、

以及較為特殊的例外情形，雖然羈押視為撤銷（無羈押原因且無羈押必要）但仍以

具保作為替代手段（第 109條、第 316條）。對於停止羈押的具保，因先前有曾為羈

押的客觀事實，故需由被告、辯護人獲得為其輔佐之人隨時聲請，或偵查中由檢察

官聲請後交由法院審查，法院並需聽取當事人、辯護人或被告輔佐人陳述意見。如

偵查中法院為具保停止羈押之決定時，除由檢察官聲請或有第 114條羈押消極事由

外不得駁回拘保聲請外，應徵詢檢察官意見後一個案情節裁量具保。當法院審查過

後認定被告或檢察官聲請停止羈押無理由者，應裁定駁回聲請；有理由時，得裁定

具保，同時得命限制被告住居（第 111條、第 115條），及命被告遵守第 116條之 2

各款事由（第 117條之 1）。在具保形式要件上，法院應命該管區域內殷實之人出具

保證書，保證書需記載相當金額及繳納方法。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

許第三人代為繳納者，免提保證書（第 111條）。被告經裁定具保同之後，應即釋放

被告（第 113條）。若被告於保釋期間逃匿，應命具保人繳納保證金並沒入之，如抗

拒繳納則應強制執行。若按第 111條 3項已繳納保證金者，沒入之。 

第二項 責付 

    本法第 115條責付處分，為法院（第 121條）或檢察官（第 93條第 3項）認被

告具有羈押原因、但無羈押必要時，命適當之人出具證書，載明如經傳喚應令被告

隨時到場後，釋放被告並將其交付於此適當之人負責看管被告行蹤。檢察官、法官

命責付處分並得同時要求被告遵守第 116條之 2各款事項229。 

第三項 限制住居 

    刑訴法第 116條所訂限制住居者，作為限制被告住居所之指令，命被告不准遷

移，或指定相當處所，限制被告不許遷離該處。就實務運作上，限制住居通常並非

要求被告不得自由行動而拘禁於住（居）所，因此非屬人身自由之拘束230，有學者

                                                      
229

 刑事訴訟法中使用責付作為釋放條件的案件量稀少，於未成年人犯罪之情形較為常見，詳見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 26 條。 
230

 黃朝義，刑事程序限制出境（海）之規範與實際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215 期，2013 年 4 月，

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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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此為「對被告最有利的強制處分」
231
。具體運作上，僅代表被告住、居所的轉移、

變更受限制，用以確保偵、審機關傳票、裁判書等裁判文書送達之合法性及有效性，

而被告仍可自然活動。但如果限制住居命令未同時要求被告定期報到處分，又沒有

檢察官及員警定期查訪，在被告人身自由未受限制情形下，通常是在被告經傳喚到

庭未果後，才發現被告沒有確實遵守限制住居處分。故而限制住居處分，並不等於

軟禁被告於住居所，防逃成效效能較弱，故實務常將限制住居與具保處分搭配使用。 

第四項 限制出境、限制出海 

    羈押處分的替代措施，除了前文所提具保、責付、限制住居外，在刑事實務上

常見的「限制出境（海）」處分同為常見保全被告的手段。「限制出境（海）」指

禁止被告自由離開國境的遷徙自由，目的在避免被告因出境或出海而滯留國外逃避

刑事責任，用以保全國家追訴、審判或執行之順利進行，因限制了人民居住遷徙的

基本權利性質上為對人保全之程序，處分的對象包含本國人及外國人232。惟縱然刑

事運作常使用此種強制手段，但遍查刑事訴訟法對於此等國家行為卻未為規範，僅

於數行政法規中，例如「國家安全法」、「行政程序法」、「兵役法施行法」、「入

出國移民法」有相關規範。現行刑事程序的運作，係由透過最高法院 73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233解釋為限制住居實行手段之一234、最高法院 92年台抗字第 345

號裁定亦謂235：「按限制被告出境，僅在限制被告應居住於我國領土範圍內，不得

擅自出國，俾便於訴訟程序之進行，較之限制被告應居住於我國領土範圍內，其居

住之範圍更為廣闊，是限制住出境與限制住居名稱雖有不同，然限制出境亦屬限制

住居之處分，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至有否限制出境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

有裁量之權。」是透過舉重以明輕之法理解釋，將第 116條限制住居擴張解釋為包

含「限制出境（海）」，此種操作也為我國實務多數見解遵循。自此，透過決議及

                                                      
231

 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282-289。 
232

 吳巡龍，論刑訴程序之限制出境，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0 期，2007 年 11 月，頁 167-168。 
233

 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一）：「限制被告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

案件在第三審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之被告，有無限制出境或繼續限制出境之必要，參照刑事訴訟

法第 121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應由第 2 審決定之。」 
234

 最高法院 106 年臺抗字第 958 號裁定：「…又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與具保、

責付同屬於替代羈押之處分，其目的在於保全刑事之追訴、審判及刑之執行。於審判中是否有限

制出境之必要，屬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情節，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本於職權而

為裁量之事項。」（相同見解：106 年台抗字第 580 號、106 年台抗字第 821 號、105 年台抗字第

1030 號等） 
235

 同旨可參：106 年臺抗字 850 號裁定：「…雖限制出境會影響抗告人之工作狀況，並使其不能返

國享有該國福利，惟此乃限制住居伴隨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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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的沿用刑訴法第 116條直接賦予檢察官或法院對被告限制出境之依據；又限制

住居作為羈押替代處分，當檢察官法院欲裁定被告限制出境（海）時，必須符合限

制住居的法定要件暨程序。民國 103年 6月修正公布速審法第 5條第 5項規定：「犯

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之限制出境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

但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之期間，不予計入。」是為刑事法制中首度有限制出境的明文，

對於限制出境的實現為總長度的限制，但規範仍未足
236，未來立法者就限制出境之

要件及聲請、決定機關及救濟仍宜曾訂於刑事訴訟法較為完善。 

    本文所認，限制出境（海）對於被告人身自由亦有干預，透過決議授權交由檢

察官及法院裁量，實有逾越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欠缺法明確性嫌疑，蓋憲法第 10條規

定人民有居住遷徙自由，司法院釋字第558號亦承認居住遷徙權利包含自由入出國，

可見限制出境已然拘束了被告憲法所賦予基本權。但現行法僅對處分做成主體、程

序要件「訊問」有規定（第 93條、第 121條），就限制時間（範最重本刑為有期徒

刑十年以上之罪者）、救濟程序等付之闕如，規範密度明顯不夠完備。對此學者有謂：

「縱使有現行關於『限制住居』的法條可據，然而，法務部、司法院也該立即發函

提醒轄屬檢察官、法官，切實遵照法定要件辦理。並應進一步從立法上作出『限制

出境』的明文規定，包括應有『期間』長短的框限，以及被告不服之救濟方式。」237

由此可見，限制出境（海）處分在我國實務運作上確有其相當程度的有效性及必要，

但就法制健全的思維卻淹沒於立法者及實務對於便宜性的追求之中，實為可嘆。且

當今社會跨國就業、婚姻者非屬罕見，限制出境對受處分者之就業、家庭等都將致

不利益損害；又限制出境（海）之發動對象包含外國人，當強制處分限制非本國人

出境時，其對人身自由干預的強度與本國人的限制出境難以等同視之238。經擴張解

                                                      
236

 愚見所認，速審法第 5 條第 5 項之規定立意良善，但思慮未周：其一，規範體系交錯不明。實務

通說見解認為限制出境為限制住居手段之一，則限制住居規定於刑事訴訟法，限制出海限制期間

上限卻規定於速審法，此種結果因係出於立法者便宜行事。其二，規範未盡完善，依本條文義反

解，被告所犯最重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之罪者，審判中限制出境期限無上限，輕重均衡，與速審

法的立法目的相違。其三、用語不明，實務運作上的限制出境與限制出海為不同的行為態樣，速

審法第 5 條第 5 項用語限於限制出境，而未及於限制出海。 
237

 許文彬，「限制出境」法無明文，如何妥處？人權會訊，2017 年 7 月，第 125 期，頁 55。亦有學

者認為現行法操作有違憲疑慮，宜定於刑事訴訟法內加以法制化。黃朝義，同前註 230，頁 107-108。

王乃彥，論刑事程序之限制出境，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 24 卷，2013 年 4 月，頁 155-171。

鄭文中，停止羈押之替代措施初探─以德、瑞刑事程序上之限制出境為比較，中華國際法與超國

界法評論，第 13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頁 318-321。 
238

 106 年臺抗字第 850 號裁定為例，該案抗告人石○○為韓國籍，受限制出境處分長達五年，期間

對生存權（患疾無法使用國民健保）及工作權有重大影響。本文所認對於此等被告是非本國籍人

案件，縱然不應輕縱被告致逃亡，但應重視刑事被告所享有迅速審判的權利以及合理的限制出境

（海）期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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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的限制出境（海），在未有法律明確授權之前提下，亦同時製造另一個可能過度侵

害民眾居住遷徙、就學、工作，乃至婚姻家庭團聚權利之問題。是綜上所述，本文

認健全限制出境（海）法制有其迫切及必要性。 

    對於限制出境（海）的正式法制化，我國立法者近日對此議題亦有關注。於民

國 107年間，即有立法者提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付立法院審議，草案中對限制出境、

出海為明文規範追求合於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之健全法規
239。 

第五項 我國法檢討 

    我國法規設計上以羈押審查先行，審查後認無羈押必要方啟動羈押替代措施。

立法者就法規設計著重於「羈押」之程序，如聲請羈押之要件、法定期限、方式、

撤銷羈押之事由或停止羈押之方式。但對後續羈押替代手段僅略以具保、責付及限

制住居帶過，不僅類型不足且有規範過於簡陋無法因應社會變遷的問題；又長期仰

賴司法實務自行解釋，顯然牴觸法律保留原則。是隨時日演進，我國羈押替代處分

顯有不敷使用或類型過於侷限等弊病；現行法規密度不足及規範僵化情形，除可能

導致國家刑罰權追訴犯罪效能不彰，也可能欠缺法律保留而侵害被告人權，國家公

益維護與人權保障目的雙雙落空。因此除了前述修法明文限制出境（海）規範外，

增加羈押替代類型的手段增強法規範的多樣性及檢察官、法官選擇個案合適手段，

將更有助於確保被告及刑事程序。 

    對於增加羈押替代性手段，以及替代手段的明文化，同為我國羈押法制健全發

展重點項目之一。對於替代性手段型態，宜為更多樣的方式供檢察官及法官依個案

情事選擇。例如：命被告為「居家監禁」，受處分的被告除有就醫、就學、就業等正

當事由外，非經法院或檢察官之許可，不得離開特定區域。隨科技技術日新月異，

為因應未來科學技術之進步亦可透過「科技設備監控被告」，藉此達到即時控管被告

行動自由。或為「禁為財產處分」，指未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限制被告就特定財產

為一定之處分，用以防杜被告取得逃匿所需之經濟來源，及切斷其經濟聯繫關係，

故有禁止被告處分特定財產之必要。以上所提三種替代處分手段皆有助於達成保全

程序的目的，但全涉及對被告基本權益之侵害，故仍應遵守法律保留原則，立法者

應儘速修法通過提升羈押替代手段之類型240。 

                                                      
239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46 號 委員提案第 21757 號，頁 95-98。 
240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46 號 委員提案第 21757 號，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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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羈押替代手段與防逃目的的達成 

    羈押替代處分在目前法規上僅有：具保、責付及限制住居三者。此三者之共同

點在於未限制被告的行動自由。以限制住居為例，實務上限制住居運作，重視被告

住居所變更權利的行使遭受限制，但並非社會大眾一般所認為將被告「軟禁」、「監

禁」於住所之中。故被告於裁定停止羈押或不予羈押期間而受具保、責付及限制住

居期限內，檢調機關、法院仍無法完全掌控其行蹤，但此等替代措施仍有其防堵被

告逃亡之功能性。惟此等替代處分的功能性卻未為立法者為重視，在法治建制上不

僅規範不全，就因時代變遷下所產生更為有利的替代手段（如電子監控）也遲未納

入替代手段之內，實為可惜。 

    同時我國實體法欠缺對於不遵守羈押替代處分者之相關罰則，致使被告於受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時，時有孤注一擲而逕為逃亡之決意，羈押替代處分的嚇阻功

能不彰，更時有被告在保釋期間逃亡情事產生。在民國 106年至 107年年間，立法

委員即有提出羈押法制改革草案，改革核心之一係基於保全被告與程序之目的而增

加羈押替代手段態樣。然本文私以為，重視羈押替代手段明文化，確實有助法律保

留精神與保障被告人權目的實現。但就防逃目的的有效實現仍應增訂被告違反羈押

替代手段處分內容時，應課與其實體刑事責任，方為完整。 

第五節 羈押之期間 

    刑事程序中在判決確定前，依據憲法第 8條規定，原則上不應拘束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人身自由逾法定 24小時。唯一的例外在於當被告符合上述羈押原因後，得依

法對被告施以長期（24小時以上）的人身拘禁。刑事訴訟法強制處分中，羈押之所

以對基本權侵擾尤劇肇因於其為突襲性、長期不確定性的干預，兼之受押被告身處

看守所中，各項基本權利皆在國家機關掌控之下
241。又自國家偵審效率角度思量，

羈押法定發動前與期限，攸關保障人民安全及確保發現真實目的達成。以保全被告

為例，倘被告未受羈押，則偵審期間、乃至刑之執行前，都有逃亡疑慮，是故仍有

保全羈押之必要。是而，法定羈押期限及其長短，就刑事訴訟當事人與法官而言，

皆至關重要。 

                                                      
241

 楊雲驊，歐洲人權法院對逮捕、羈押刑事被告的審查重點介紹，全國律師，第 10 卷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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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羈押期間計算之區分 

    我國刑訴第 108條及刑事妥訴審判法第 5條，是羈押期間限制明文。期限起算，

自簽發押票之日起算。但羈押前之逮捕、拘提期間，以一日折算裁判確定前之羈押

日數一日，若應法定障礙事由而逾 24小時始移送法院者，仍應計入計算（第 108

條第 4項）。關於期間限制，區分為偵查階段與審判階段，又偵、審階段劃分，以卷

證送交產生「移審效」時點作區別（第 108條第 3項）。有各審級間羈押期間劃分亦 

同，當原審法院裁判後但卷宗證物送交上訴法院前之期間，仍算入原審法院羈押期

間
242。 

第二項 羈押期間長短 

第一款 偵查中羈押期間 

    偵查中羈押被告，不得逾二月（第 108條第 1項）。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

於期間未滿前，由檢察官「附具體理由」，至遲於「期間屆滿之五日前」聲請法院裁

定延長之，經法院依第 101條或第 101條之 1規定訊問被告後，由法院以裁定延長

之（第 108條第 1項後段）。又偵查中延長羈押期間，偵查中不得逾二月，以延長一

次為限243（第 108條第 5項）。 

第二款 審判中羈押期限 

    而審判階段中，被告被羈押期間，依法不得逾三個月（第 108條第 1項）。但法

官職權裁量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 101條或第 101

條之 1訊問完被告後，裁定延長之（第 108條第 1項中段）。而延長羈押的期間，審

判中每次不得逾二個月，如被告所犯為最重本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罪者，第

一、第二審延長羈押以三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244（第 108條第 5項）。 

                                                      
242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87-388。 
243

 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269。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209-210。 
244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389。林俊益，同前註 193，頁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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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羈押期間過長與速審法第 5 條 

    針對羈押期間規定，立法者於刑訴第 108條作了詳細的規範，合計以十項規定

做期間之說明，並區分偵審階段為不同規範。於偵查階段，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次

數為一次最常二個月，延長次數為一次，故偵查中被告在押期間最長為「四個月」。

而審判中，被告所犯如為第 108條第 5項所定「最重本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

罪者」第一、二審得羈押一次，一次最長三個月；延押三次，一次最長二個月，合

計一二審期間最高各得延長羈押九個月。如為該等案件上訴第三審，得羈押一次，

再為延押一次，一次最長二個月，故三審級得羈押為最長五個月。因而當被告所犯

為「最重本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罪者」偵審階段合計最長得羈押 27個月。但

如被告所犯非「最重本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罪者」，延長羈押的次數為何，反

面解釋刑訴第 108條第 5項可得，就該等犯罪的延押並無次數限制。此外，案件經

發回者，延長羈押期間的次數，應更新計算，也等同為無次數、無期間之限制，此

類操作模式與國際人權保障思維顯然脫節
245。 

    無上限的羈押對於迅速審判目的的實現其實並無實益，因為羈押期間越長證據

也會會隨案發時間流逝而毀損、人的知覺記憶也將因此模糊，對於被羈押者更造成

難以回復的傷害。鑒於我國實務早期發生多起羈押期間過長的慘痛歷史，以及國際

主要人權公約紛紛將「迅速審判」、「適時審判」或「合理時間內審判」等列為訴訟

基本權的內涵246。立法院於民國 99年公布施行刑事妥速審判法，該法第 5條 3項規

定就刑事訴訟法第 108條為規範更動，就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

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

限（速審法第 5條第 2項）。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自此，我國羈押

期間無上限已成歷史。 

                                                      
245

 刑事妥訴審判法公布生效前，長期間的羈押被告並非個案，我國記錄上曾發生羈押期間長達 22

年的案例。楊雲驊，「邱和順與林坤明二被告案」人權觀察─羈押部分，臺灣法學，第 154 期，

2010 年 6 月 15 日。楊雲驊，同前註 121，頁 57-59。 
246

 公政公約第 9 條第 3 款：「三、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

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

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3 項：「依照本條第一款（丙）項的規定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應立即送交法官或其

它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的官員，並應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或在審判前釋放。釋放得以擔保

出庭候審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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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羈押期限與羈押程序銜接辨明 

     刑訴法與速審法搭配之下，被告就單一案件中于判決確定之前，最常羈押期限

為八年之久，對此或有論者將認我國羈押發動期限已有過長之嫌，再無為擴大羈押

處分之必要。惟需辨明者，在於羈押期限長不等於即得於刑事程序中有效保全被告，

尤其在於審判與執行期間，法院需加強注意義務已確保被告有效接受執行，已落實

防止被告逃亡的羈押處分得已有效保全被告的功能貫徹至執行階段，此即為審判程

序與執行程序間羈押效力銜接的討論，尤其在現行法第 312條審判期日被告無庸到

庭之情形下，應如何為法制修正使羈押防逃的目的得與執行階段有效連結，是為本

文後段討論重點，與此敘明。 

第六節 羈押制度與防止逃亡成效不足 

    羈押制度就發動原因及處分持續期限，在我國目前實務運作上規範密度貌似臻

完善，立法者為求審慎並以諸多條文為羈押發動的把關。再者，羈押處分的發動貫

通於判決確定之前，規範密度極高。然而，就防止被告逃亡的制度目的成就，成效

卻不彰，近年國內多位重大罪犯於判決確定前後潛逃外國，成為實務隱患，也凸顯

羈押制度仍尚存修法改革之必要與迫切性247。 

第一項 實務羈押困難與執行漏洞 

    羈押就助於保全目的及確保被告接受刑之執行達成，而我國就羈押法治的建構

也耗費多時並投注了大量的人物力，羈押程序的改善與修正，向來是刑事法制歷史

進程上非常重要的一塊。然近日，我國重罪被告於刑之執行前逃亡的案例時有所聞，

不僅相關單位蒙羞，同致羈押制度的實務運作成效、使用密度受到質疑。惟承前所

述羈押處分在判決確定前，審判階段未終結之前，法官都可依職權發動，期間更長

達八年，則被告逃亡的規範漏洞何在？本文將此一問歸結下述三點： 

其一、審判中法官依職權羈押有困難 

                                                      
247

 查我國對於羈押成效不達致使被告於執行前潛逃，除刑訴法規範缺失外，尚因我國國際地位複雜，

與他國鮮有引渡條約簽訂，又與中國大陸關係敏感所致。民國 101 年刑事案件被告 

羅福助於判決確定執行前受中國有力人士協助，偕其二房潛逃至中國大陸，並於中國經營鋼鐵公

司、設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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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實務運作要求審判中羈押交由法院自行裁定，然而法官如裁定羈押後，

則需負擔第 108條第 5項延長羈押的審查義務。現行法院人力吃緊、法官須面臨極

大的業務負擔、且事實審法院法官事務更為繁重、分身乏術248，要求事實審法官抽

身為羈押訊問及期限計算，頗有強人所難之感。 

其二、被告宣判時到庭義務免除、當庭羈押制度困難 

    判決宣判期日，為法院得事實上開庭會見被告的最後期日，然而現行刑事訴訟

法第 312條免除了被告到庭聽判的義務。因此，但法院作成最終決斷且完成主文時， 

被告一旦知悉自己受判重刑便早已潛逃，縱法院欲以第 101條第 1項加以羈押亦措

手不及，更常見的事遲至檢察官傳喚受判決人到場執行時才發覺被告已然逃亡。 

其三、審判、執行階段職權劃分過於明顯 

    執行階段於刑事程序中常為忽略，但確保被告接受國家執行實為偵查、審判程

序的最終目的。縱然，審判階段與偵查階段權責分明，主管單位不同，但就做為實

施刑事訴訟公務員而言，自應盡力追求被告終得接受其應所負刑事責任。但有學者

認為審判中法官職權羈押被告，目的僅在於「確保審判程序之進行」，而不及於確保

「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249。然縱審判階段順利進行，卻最終無法使被告接受最終

執行，相信亦非承審法院法官、檢察官所樂見之結果，更非國家司法之福。司法院

釋字第 392號所述：「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

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溯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確定，

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由此可知，強制處

分目的本在於「保全刑事程序」，而刑事程序本不限於「審判」階段。是本文愚見，

法院如以確保執行為理由羈押有逃避刑責的被告，不僅得為保全審判程序、亦有助

於判決確定後檢察官執行程序的有效性。 

                                                      
248

 如何改善法院基層人力不足公聽會會議紀錄（影音資料），時代力量黃國昌國會辦公室舉辦，2017

年 6 月 9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dCI4_kzD4（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2 日）、唐

詩，事情愈來愈多！桃園地院法官：快爆了，想要逃走，民報，2017 年 6 月 9 日，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0dd869d-b319-4b2a-8649-4d01702e7c35（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2

日）、中央社，基層人力不足 司法院盼立院修法增員額，聯合新聞網，2017 年 6 月 9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514594（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2 日） 
249

 孫啟強，同前註 7，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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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判決確定前之保全羈押制度 

    審判階段，被告如未受羈押者依法負有自行到場義務，此為被告「在場權」及

「在場義務」。原則上，被告作為程序主體，應於審判程序進行期間全程到場，惟現

行刑訴第 312條免除被告於刑事程序判決宣判時到場義務。此種到場義務的免除， 

雖然降低了司法成本與節省被告人物力支出，但另一方面其所致之結果卻是意欲脫

免刑事責任的被告，於判決宣示前即著手計畫逃亡，並於判決宣判獲悉判決主文當

下預備或著手逃亡而規避國家刑罰權，進一步造成司法威嚴的斲傷。 

 

     判決宣示後，被告勾串共犯、滅失證據的可能性較低，然於判決執行前，被告

逃亡的可能性仍未抹滅。為了因應此種立法規範為部分被告所濫用，確保國家司法

權的有效行使。對此，建議修法增訂「保全羈押」制度，於判決宣判期日強制被告

到場，同時對於宣判一定重罪以上刑度之被告、或對具有特殊身分所為為特殊犯罪

被告由法院依職權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蓋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如能在被告拿定

主意（得知判決主文）逃亡的第一時間，判斷有無潛逃可能進一步對有必要者限制

其行動自由，或考量應否發動合宜替代措施，便可防範受刑宣告的被告逃亡。 

第三項 判決確定後執行前防逃措施 

    判決確定後，程序進入了刑事訴訟法第八編刑之「執行」。受確定判決受刑人，

依第 456條：「裁判除關於保安處分者外，於確定後執行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不在

此限。」判決確定之後，被告身分轉為受刑人，受檢察官指揮執行裁判。 

    羈押作為強制處分類型，其發動適用於判決確定前，判決確定後則進入了「執

行」的問題。然而移送執行前之受刑人如未受羈押處分，或法院裁定附條件釋放 

，在移送執行前的時間間隙將成為受刑人人身自由的管控真空。此段期間檢調機關

對於待執行的受刑人的人身自由所得做成的強制處分，依第 469條：「受死刑、徒刑

或拘役之諭知，而未經羈押者，檢察官於執行時，應傳喚之；傳喚不到者，應行拘

提。（第一項）前項受刑人，得依第七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逕行拘提，及

依第八十四條之規定通緝之。」僅得為傳喚、拘提及通緝三者。而為了弭補此際管

控上的效能，有效確保被告確實執行，法務部制定「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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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為判決確定後的人身控管。 

    而對於判決確定前受羈押處分之被告，無論其受羈押原因係第 101條第 1項或

為本文所建議修法新增之「保全羈押」，則應於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逕予執行，

將被告由看守所移送至監所服刑，而無續為羈押必要。又判決確定後的防逃要點執

行強度不足、司法成本所費不貲，如能有效的在審判中執行被告，並對因有逃亡疑

慮的被告在判決確定後直接移送執行，便可有效達成防止被告逃亡的目的。而相關

法規範的制定，與配套措施的設計，將為以下行文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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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判決定讞前之防逃機制 

    隨立法者數度修訂羈押處分相關規範，發展至今我國對於羈押法規的繁瑣與嚴

格可謂為全球之最250，充分展示我國對羈押處分發動救濟的審慎態度。縱使如此，

迄今我國法治設計上羈押規範仍尚有其成效不彰之處，致使得前文所論及羈押功能

無法有效發揮。國內學者有稱，法律規範的羈押程序繁雜、受羈押被告若事後獲免

訴，不起訴或是獲判無罪判決後的國家賠償
251、及不限次數的停止羈押聲請，都將

導致法官裁准羈押的意願降低。再加上法制規範上，允許被告宣判期日不到庭的規

範，兩相合併後導致羈押制度防堵被告逃亡功效低迷。尤其近年社會新聞中時有「大

咖」被告如王又曾、伍澤元、劉松藩等相繼於判決確定前後逃亡的報導，也肇因於

刑事訴訟法一連串的規範密度不足，致被告在判決宣示後到入監服刑期間逃亡海外，

無法有效有效控管其人身自由導致國家刑罰權落空。是落實防止被告逃亡、保全程

序的命題，在我國今日刑事法制改革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本節就判決確定前的防逃目的有效實現為討論重點，首先透過修正刑訴法第

312條免除被告到庭聆判的規範，課與被告判決宣判期日的到庭義務。並以之為前

提，仿參外國為阻止被告逃亡所制定相關制度，增訂刑事訴訟法「保全羈押制度」

設計以為我國將來法制修正參照。又以下行文所稱保全羈押制度，尚非為法定正式

用語，蓋我國目前並未有該等規範。「保全羈押」一詞乃仿參學者期刊論著、相關會

議資料及 2017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等文獻中所使用之名詞，本文掠

學者之美而以「保全羈押」一詞為文。以下所稱「保全羈押」（又稱「有罪羈押」）

理解上指法院於宣示判決期日，依職權對先前偵審程序未受羈押聲請、或法院駁回

羈押聲請、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聲請獲准或受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附條件釋放的

被告，審酌其於判決確定前是否有逃亡疑慮，而於宣示判決期日將到庭被告裁定當

庭收押的羈押制度而言。制度目的在於防止被告獲悉判決結果後，利用宣判至執行

期間謀策或著手逃亡計畫，以求規避國家刑罰權執行。本文希冀透過侵害性最小的

手段，打擊受有罪判決被告逃亡之機率，避免判決宣告後至執行期間未受羈押被告、

受具保責付處分被告於此空檔預謀著手逃亡。 

                                                      
250

 楊雲驊，提升司法威信─審判程序之「保全羈押」及其配套制度，法學叢刊，第 245 期，2017

年 1 月，頁 3。 
251

 刑事補償法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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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並未有宣判期日強制被告到庭聆判、與保全羈押制度規定，但面對日益猖

獗的被告、受刑人逃亡情事發生252，防止重大案件被告逃亡，刑事訴訟相關規定修

法刻不容緩。而在訴訟程序中導入新制度前，並有參酌美、日、德等先進國家之法

律，探究保全羈押制度之內涵及精神，在各國間是否採納，並引以為內國修法借鏡

之必要。 

第一節 宣判期日之被告到庭義務 

     現行法第 312條明定縱然被告不在庭，宣示判決程序依舊進行，然此規範誠如

前述，已然成為今日法制規範上容易成為被告作為逃亡使用的規範漏洞。為填補此

漏洞，在於立法者得否無視被告身為程序主體的意志而強制其到庭，則有待就被告

的程序權益為討論： 

第一項 在場權為被告權利且為義務 

    現代法治國家相繼採行控訴原則之下，在場權（Anwesenheitsrecht）為刑事程

序進行中為求鞏固被告主體地位，所賦予之程序權利，而法律上依據則源自於聽審

請求權（Grundsatz des rechtlichen Gehörs）。聽審請求權，或逕稱為「聽審權」，指法

院在對一個人的權利義務、責任進行判定時，人民得對案件相關內容、事實、證據

提出個人意見，其意見於合理範圍內得自由表達，而被告的意見法院有義務加以注

意並於判決中表示見解，具體內容得細分為：請求資訊、請求表達及請求注意三個

子權利253。聽審權是司法審判程序下被告所擁有的憲法位階權利，藉由尊重被告參

與審判程序及尊重其於程序中所表達的意見，賦予判決結果的正當性存在。在多數

法治國家中，都受到憲法位階的保障。在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第 5條當中提到：「…

不得不經過適當法律程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其後的第 14條修正案復規

定：「…各州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剝奪公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上述二條文

雖未正面提出聽審請求權（the right to be heard），惟在正當法律程序誡命底下
254，

                                                      
252

 游仁汶、呂志明，防逃機制破功 太電案副董入獄前出境，蘋果日報，2017 年 9 月 8 號， 

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908/1200154/（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1 月 26

日） 
253

 沈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34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12-13。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163-164。 
254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Plaintiff, v. John Roe, Defendant（1998）.本案被告 John Roe 被指控二

級性虐待犯罪，於審判過程中審查委員會拒付風險評估及臨床診斷報告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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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各地區的法官在司法程序中都附有義務保障被告聽審權利
255
，被告應受合理的

通知且確保其自由提出意見、或反駁對方主張的機會應不受侵擾。德國基本法第 103

條第 1項256：「任何人皆有權要求在法庭聽審。」本於此項規定，在德國，聽審請求

權被認為是司法領域法治國操作實際結果，為程序當事人所應享的基本權利，用以

確保法院程序進行。類似規範亦為日本法制接納，日本憲法第 13條第 1項257、第 32

條258：「不得剝奪任何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權利。」上開二條文賦予人民訴訟之權限，

而第 32條賦予人民到法庭進行審判，更可謂為當中包含人民享有聽審請求權利意旨

259。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條第 3項260就刑事被告聽審權利為詳細規

範，並認為條文所為規範者僅為對被告最低度的基本保障。 

    而在我國的聽審權規範，除已經批准而內國法化的公政公約第 14條外，依司法

院釋字第 482號解釋理由書所載：「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

權。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

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

平等權等。…」刑事程序中被告所享的聽審請求權保障，更具憲法第 16條訴訟基本

權位階，為被告於司法程序中所得主張的程序基本權利。聽審權的保障，可謂為程

序保障中最基礎的要求，在各司法程序中都得主張261；而確保被告的聽審請求權於

程序中完整的受到保制，便是以被告「在場權」賦予作為最有效的手段。以最高法

院 105年台上 2945號判決262為例（節錄）：「……(二)被告聽審權固屬於憲法第十六

                                                                                                                                                              
最高法院認為審委會此舉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並侵害被告聽審權利。 

255
 Marla N. Greenstein, Ensuring the Right to Be Heard , Vol. 50, Issue 1 Judges' Journal .40,42（2011）. 

256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rt.103：“(1) Vor Gericht hat jedermann Anspruch auf 

rechtliches Gehör. ” 
257

 日本國憲法第十三条：「すべて国民は、個人として尊重される。生命、自由及び幸福追求に対

する国民の権利については、公共の福祉に反しない限り、立法その他の国政の上で、最大の尊

重を必要とする。」（全體國民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對於謀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國民權

利，只要不違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國政上都必須受到最大的尊重。） 
258

 日本國憲法第三十二条：「何人も、裁判所において裁判を受ける権利を奪はれない。」（不得剝

奪任何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權利。） 
259

 楊雲驊，同前註 250，頁 4-6。 
260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第 3 項：「三、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

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一）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二）給予充分之時

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三）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四）到庭受審，

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

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五）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

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

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七）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261

 沈冠伶，同前註 253，頁 12。 
262

 相同見解可參 105 年臺非 130 號判決、105 年臺上 2945 號判決、98 臺上 2610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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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一（司法院釋字第四八二號解釋參照），被告有在審判中到場以

充分及適當方式，踐行聽取訴訟資訊後，陳述或辯明其訴訟上意見，適時行使訴訟

防禦權之權利……。」本號判決最高法院將被告在場與聽審權併為討論，認為聽審

權的實踐前提在於被告到場，兩者環環相扣。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刑訴法第 281

條建立審判期間被告到場為原則，即為透過被告在場滿足程序主體所享訴訟基本權

著例。同法第 271條要求審判期日傳喚被告及其代理人，為被告資訊請求權的滿足；

而審判程序中要求被告到庭表示意見、及賦予被告最終陳述的機會，都是被告請求

表達權行使之結果；再如同法第 310條要求法院於判決中表明理由，是為法官對被

告意見表示的注意
263。被告於審判期日的在場權，源於憲法聽審權的保障，屬於被

告得為主張的程序權利。 

    復源於發現真實的目的實現與直接審理原則的要求，被告到場有程序上的重要

性，國家「強制」到場更有其必要，被告到場「義務」特性由此可見。因被告合法

做成的自白得為認定本案事實的證據適格，而審判期日法庭活動又以「調查證據程

序」為核心，更體現出被告到場之重要性。復直接審理原則的落實和調查證據程序

的有效進行存有高度關聯，在思考在場權的義務特性時，有必要就直接審理原則的

內涵著手。根據「直接審理原則」的內涵，可分為「形式直接性」和「實質直接性」

264：「形式直接性」指審判中所獲得用以認定待證事實的證據，須為承審法官依其直

接印象所生成，重視的是證據調查方式的要求265。具體操作上，要求法院法官必須

親自知覺感受證據，也就是對於審判階段證據調查程序必須親力親為，切忌假他人

之手266，假使在審判程序中如果法官因故無法全程參與程序，而須由其他法官接續

程序進行時，須另依本法第 292條規定更新審理程序。「形式直接性原則」因要求承

審法官必須親自參與完審判，是又稱「禁止接力賽原則」或「直接調查原則」267，

與之相對者，即為「實質直接性」的程序概念。實質直接性規範下，重視的是由法

官本人與原始證據的直接接觸，也就是「禁止證據替代品原則」或「原始證據原則」，

目的在於讓法官產生最直接、最純粹、最靠近真相的心證，因此實質直接性原則所

規範者為「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間的關係，僅有第一手的原始證據符合證據調查

                                                      
263

 薛智仁，反思刑事被告審判期日之在場義務，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85 期，2013 年 3 月，頁 5-6。 
264

 林鈺雄，直接審理原則與證人審判外之陳述─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綜合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6 期，2000 年 11 月，頁 61-62。 
265

 陳運財，傳聞法則與直接審理，月旦法學教室，第 21 期，2004 年 7 月，頁 134。 
266

 我國法上之例外為刑事訴訟法第 42、43 條、第 277 條第 1 項、第 195 條第 1 項、第 312 條 
267

 林鈺雄，同前註 26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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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的證據適格。若為源於原始證據所生者，則稱為「派生證據」，本質上屬於原

始證據的替代品，將會被排除於審判程序中作為認定本案事實之用268。 

    「刑事被告」作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269，因其於絕大多數案件中作為對於案情

經過了解最為詳盡之人，其源於自由意志所做出的「供述」在還原是和法官心證形

成上都有相當程度上之重要性，證據法上稱為「自白」，也因此要求被告到庭經法官

訊問，為審判程序重要的環節之一。要求被告親自到庭接受審判，由法官直面被告

訊問，此為對於「實質直接性原則」的遵守，當法官和被告得以面對面接觸時，法

官得以自身經驗及五感，觀察被告供述內容及其談吐、表情、行為舉止、眼神等，

透過細節來斟酌被告自白內容的可信性。若今日得以被告不到庭而逕由他人代為陳

述、或被告以書面陳述，則法官發現真實的程序效能將大打折扣，因而違反了直接

審理原則，爰此就直接審理原則的程序要求出發，被告即應負有到場義務。除了直

接審理原則的要求外，本於正當法律程序誡命，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582號解釋理由

書所提被告對質詰問權的實現，都以被告到場為必要。 

    綜上所述，就被告「到場」的客觀行為背後，因其在刑事程序上同時作為程序

主體及法定證據方法，所以產生「在場權利」與「在場義務」競合情況
270。當被告

在場同時具有權利與義務特性時，現行法下立法者於制定法規上為何種權衡，自我

國刑訴法第 281條所示，應是以強制被告到場為原則，例外方得有被告依案件情節

等規範而自行決定不到場。立法者為如此規範，乃鑒於審判乃刑事程序的核心，被

告作為國家刑罰權最終生效的對象，應享有積極參與程序，例如請求調查證據、與

共犯對質詰問、詰問證人、對事實、法律及證據之證明力為辯證等權利271。同時，

被告在刑事程序中，又作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法官如可親自訊問被告，觀察其顏

色舉止，也可獲悉對被告的直接印象與有助澄清案情，據此，被告到庭同時有助於

對保障其訴訟基本權與發現真實目的的達成。再者，被告審判在場既為保障其聽審

權的方式，則強制被告審判期日在場就被告更有助益於於被告訴訟權的實現272。 

                                                      
268

 林鈺雄，同前註 264，頁 62-64。陳運財，同前註 265，頁 134-135。 
269

 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375。 
270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1 項 3 款：「三、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

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四）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

應告以有此權利（right）；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

償，得免付之。」、朱石炎，同前註 163，頁 362。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422-424。 
271

 林鈺雄，被告缺席審判與非常上訴，台灣法學雜誌，第 14 期，2000 年 9 月，頁 120-121。 
272

 亦有學者對此採批判見解，認強制到庭實則侷限被告消極不行使權利的自由，此詳後述。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89 
 

第二項 我國法規範  

    我國對於被告到庭義務的規範，以及得選擇是否放棄到庭權利的情形，訂有相

關規範。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款 被告到場原則 

    被告作為訴訟程序當事人、國家刑罰權施加對象，訴訟程序中的任何細節對被

告刑事責任都將造成影響
273
。刑訴法對於被告於審判期日到庭設有強制規範，刑訴

第 281條第 1項：「審判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審判。」本於

該條規範，審判期日原則上被告應自始自終到場
274。又刑事訴訟「審判期日」所指，

除有第 291條法院命再開辯論情形外，始於第 285條「朗讀案由」，終於被告依第

290條作成「最後陳述」之時。於此二時點間為刑事審判期間，被告依法負有到庭

義務275。 

    為促使被告於審判期日確實到庭，履行其到庭義務，法院需合法傳喚被告，而

傳喚的方式以送達傳票、面告到場或被告經陳明後自行到場者皆無不可（第 71、71

條）。合法傳喚後，如被告無合理理由仍拒不到庭受審，法官即可採行強制施拘提被

告到庭（第 75條）。縱被告於審判期日到庭，也需要確定被告就當日庭期全程參與，

因此被告於審判庭期召開時，不得擅自退庭，審判長甚至得為相當處分，以確保被

告到庭（第 282、283條）。而最終如被告未有合法理由到庭不到庭而法院逕行審判，

則所做的判決屬於判決當然違背法令（第 379條第 6款）。 

第二款 被告得不到場例外 

    第 281條奠定刑事審判程序被告到場為原則。惟自被告到場蘊含被告權利行使

內涵角度切入，仍有強制被告到場的例外，准於該等特殊情況下由被告自行決定是

否到場。於立法者允被告於審判期日不到庭者，列舉如下： 

                                                      
273

 陳樸生，刑事訴訟法，1999 年 6 月，二版，頁 429。 
274

 李榮耕，刑事被告於審判期日到庭，月旦裁判時報，第 39 期，2015 年 9 月，頁 77。 
275

 李榮耕，同前註 274，頁 77-78。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90 
 

第一目 第 36 條、第 281條 

     刑事訴訟法第 36條：「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被告於審判中或偵

查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第一項）但法院或檢察官認為必要時，仍得命本人到場。

（第二項）」當被告所犯為輕罪，得委由代理人到庭。同法第 281條第 2項：「許被

告用代理人之案件，得由代理人到庭」。輕微性的案件，得委任代理人案件，為避免

因強制出庭對被告產生的不利影響反而不亞於被告應負之刑責，違反比例原則
276。 

第二目 第 169 條 

     本法第 169條：「審判長預料證人、鑑定人或共同被告於被告前不能自由陳述

者，經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後，得於其陳述時，命被告退庭。但陳述完畢後，

應再命被告入庭，告以陳述之要旨，並予詰問或對質之機會。」本條謂為被告在庭

權之例外，係為求證人、鑑定人及共同被告得為任意陳述，讓其陳述內容更貼近現

實，本於法官訴訟指揮權限的行使命被告於證人、鑑定人陳述時暫時離庭，並在陳

述結束後入庭續行程序，非謂被告於審判期日得不到庭277。 

第三目 第 177 條視訊設備訊問被告？ 

    刑訴法第 177第 2項：「條前項情形，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

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是我國刑事

司法程序中首度規範的科技設備訊問，但適用對象僅限「證人」。對此，相較於外國

法制如美國法278以適度開放至輕罪被告以科技設備視訊訊問，而毋庸親自到庭的規

範態樣。我國未來應否容許被告以科技設備訊問，對此國內學者特著文予以討論279。 

 

 

                                                      
276

 林鈺雄，同前註 271，頁 237-238。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422-423。褚劍鴻，同前註 197，頁 87-89。 
277

 曾財和，被告未到庭之審判程序及被告得否以視訊方式代替到庭進行審判程序，法學論叢，第

242 期，2016 年 4 月，頁 103-105。 
278

 Fed. R. Crim.P.43（b）（2）：“Misdemeanor Offense. The offense is punishable by fine or by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oth, and with the defendant's written consent, the court permits arraignment, 

plea, trial, and sentencing to occur by video teleconferencing or in the defendant's absence.” 
279

 曾財和，同前註 277，頁 9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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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司法院與法務部積極推動司法卷證電子化與數位化法庭
280
，伴隨科技發展

及網路通訊的普及，要實現檢察官、法官透過科技設備訊問被告應再無硬體上運作

阻礙。至於以視訊設備訊問取代被告的程序可行性應如何評價？需權衡科技設備訊

問的利弊後方得歸納出結論。被告視訊訊問替代到庭的優點如下：一、增加法庭的

安全性，降低押解被告途中所生的風險，也提高對於法院內的司法人員及民眾的人

身安全。二、達到保護被告及減輕被害人或證人因直面被告所生心靈壓力。三、節

省司法資源、加速審判效率：視訊訊問得降低押解被告的成本及被告到庭的時間成

本，同時亦可有效減少因被告無法到庭所生的程序延宕，降低總體審判成本，法官

亦可有更多餘裕為案件審理
281。 

    當允許被告以視訊替代到庭帶來程序效能的優點時，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司

法程序的負面影響：其一為直接審理原則的效力折扣，在實質直接性的要求下，法

官透過直面被告形成最純粹的心證。若改採視訊訊問被告將致法官與被告中間隔著

頻幕。雖然就形式符合了「直面」的要求，但隨著網路訊號的干擾，或是視訊畫面

的侷限，都將必然使直接審理的效力打折282。其二、在視訊訊問被告的情形，如果

被告行為舉止不妥或輕挑，將難以即時喝止或予以處罰，法官的法庭秩序權無從行

使，將有造成刑事訴訟程序完整性及莊嚴性受損的可能283。其三、審判期日要求被

告到庭的意義除了發現真實外，亦隱含有保全程序之效果。對於未受羈押被告，如

法院傳喚後未到庭，即可拘提該被告，是有儘早探明被告是否潛逃意圖。然而，如

對人身自由未受限制的被告亦得以視訊替代到場，將使到場原則掌控被告人身自由

的功能示微。 

    綜上所述，審判期日以視訊替代被告到庭，所帶來的優點可總結為程序上的便

宜性及訴訟效率的提升。但反觀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卻包含：發現真實效力削弱、

保全被告於程序功能不彰與司法莊嚴性的斲傷284。是縱然在現實科技發展硬體設備

可行的前提下，管見以為，就使用科技設備訊問取代被告親身到庭義務一點仍不應

過度樂觀285。我國司法院於民國 93年 8月頒布「法院刑事遠距訊問擴大作業要點」

                                                      
280

 司法周刊，司法院積極推動科技法庭 多所法院陸續推行有成，司法周刊，第 1737 期，2015 年 3

月 6 日，第一版。司法周刊，司法院積極推動法庭數位科技化，司法周刊，第 1641 期，2013 年

4 月 19 日，第一版。 
281

 曾財和，同前註 277，頁 115-117。 
282

 陳運財，法庭遠距視訊調查與對質詰問權之保障，檢察新論，第 18 期，2015 年 7 月，頁 88。 
283

 曾財和，同前註 277，頁 117-119。 
284

 People v. Stroud, 804 N.E.2d 510 （Ill. 2004）. 
285

 李榮耕，刑事被告於審判期日的到庭，月旦裁判時報，第 39 期，2015 年 9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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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符合要件的刑事案件被告允以視訊設備替代到庭訊問，惟僅以「準備程序時被告、

在押中被告及在監所中的被告於少數程序」中方得為之286，仍可見司法院對被告視

訊替代實際到庭的態度仍趨保守。 

第四目 第 294 條第 3 項 

    第 294條第 3項：「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

其到庭，逕行判決。」此項規定針對心神喪失或因疾病無法到場被告（同條第 1項）

而設，就具該等事由被告原則上應停止審判（同條第 2項）。但由於判決諭知內容

明顯有利於被告，且不會對被告帶來實質上的不利益，容許檢察官或自訴人行一造

辯論後逕行判決。本條設計目的在於考量被告生理及心理狀態的特殊情況，並衡諸

法院判決為明顯有利於被告之內容，故例外容許被告得不到庭287。 

第五目 第 305 條 

     第 305條：「被告拒絕陳述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其未受許可而退庭者

亦同。」審判程序期間，被告應到場，為被告如到場後拒不表示意見，或逕而退庭，

實質認定上如同被告並未到場。類此被告消極不實施在場權功能，如同被告拋棄法

律賦予之聽審請求權，應尊重被告對於自身權利的處分權限且無再與保障之必要。

因此對於被告庭期召開期間無故離庭，基於權利處分權的尊重，例外允在無被告到

庭之情況下為審判。 

第六目 第 306 條 

    第 306條：「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

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法院如認被告所犯案件情節

輕微，或免刑或無罪之主文較為妥適時，縱被告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仍得以本條

逕為規定的主文判決。本條規範理由在於，因案件輕微或判決主文之法律效果有利

                                                      
286

 法院刑事遠距訊問擴大作業要點第 3 點：「下列事項得使用遠距訊問：1 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

十六條規定，訊問在監所之自訴人。�2 於準備程序中，訊問被告、自訴人或除證人、鑑定人以外

之訴訟關係人。�3 對在押被告為關於撤銷羈押、具保停止羈押或延長羈押之訊問。�4 經在監所之

被告、自訴人同意之宣示判決。�5 公設辯護人接見在監所之被告。�6 其他經司法院核定或法院院

長核准之刑事案件相關事項。」 
287

 林鈺雄，同前註 271，頁 122。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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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告，對公益的危害不甚重大
288
。因而假使被告並未到庭，對其影響力亦非劇烈，

並就司法效率考量，就犯罪情節較輕微被告，其不到庭時允法院逕為審判。 

第七目 第 312 條 

    刑訴第 312條：「宣示判決，被告雖不在庭亦應為之。」本條規定，允許被於於

判決宣示期日，逕行決定是否到庭聆判，排除當天被告的到庭義務。本條與第 313

條規定：「宣示判決，不以參與審理之推事為限。」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的理由皆

係認為既調查證據、認定事實及衡酌相關情事階段既已完成，便再無由法官直接審

理之必要。而宣示判決的功能僅在於對外部宣示，徒有形式上意義對本案實質部分

已無影響，屆時被告不到庭，也不會受實質上的不利益
289。且判決書自會送達於被

告或辯護人，再無耗費被告交通往返的必要性，避免當事人僅為聽判而奔波、削減

傳喚或押解被告的成本與風險290。 

第八目 第二審特別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 371條：「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

述，逕行判決。」我國刑事通常救濟制度第二審依第 361條規定事實複審
291
。毋庸

提起上訴理由即可提起救濟，乃再行第一審的程序。因此，於第一審的時候以踐行

了公平審判的權利與機會，於第二審程序下，當被告自願放棄程序利益時，因為對

於第二審發現真實的作用不大，故允許被告不到庭陳述而為判決292
。 

第三款 小結   

    我國刑事審判程序以被告到庭為原則，被告不到庭者為例外；就刑事訴訟法條

文設計，可見審判期日到場是為被告權利、同為被告義務。然立法者於本法的設計

傾向於將審判期間被告到庭做為被告「在場義務」，僅以具備特殊法定事由例如：訴

                                                      
288

 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423。  
289

 黃致豪，法官對鄭捷案的恣意，蘋果日報，2015 年 3 月 11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50311/36430392/（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13 日） 
290

 錢建榮，被告豈有聽判的義務？，蘋果日報，2015 年 3 月 11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50311/36430388（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13 日） 
291

 林鈺雄，同前註 271，頁 93。 
292

 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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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經濟考量、對被告權益無影響、被告自願放棄在場權等情況下方得由在被告不到

場情形下為審判。在多數情況下，被告皆應到場，就不到場被告並得以強制力拘提

其到場（第 75條）。 

    被告審判期日應否到場爭議，不外乎為保障被告權利與發現真實二刑事訴訟目

的的拉扯。被告的在場權表徵其聽審請求權的實現，而在場義務則是重視被告身為

證據方法之一，本於直接審理原則讓法官審酌被告之談吐神情而形成心證。惟本文

所認，被告到庭第三個對程序法的重要意義在於控管被告的行動，就未受羈押被告，

命其於審判期日到庭得提前掌控被告行動自由，如被告無故未到庭，法院得命拘提

之，以確保被告並未潛逃。因此，強制命被告於審判期日到場，具有如同「簽到」、

「報到」作用，與防患被告潛逃實有密不可分的關連。 

第三項 被告宣判期日到場論證 

    刑事訴訟法第 312條明文規範，判決宣示程序不以被告到場為必要。而現行實

務運作宣判庭期以被告不到場辯護人而由代為到場為常態，然而當此種規範已經成

為被告潛逃的法制規範上的明顯漏洞時，是否強制被告於判決宣判日到庭，成了立

法者介於尊重被告聽審權處分自由及確保國家司法權行使效率兩者間的角力，換言

之，是回歸到了宣判時到場應為被告到場權還是到場義務的爭論。 

    民國 103年底北捷隨機殺人案件中，被告於審判中曾明確表示宣判期日不欲到

庭聆判，但事實審法院在判決宣判期日反於被告的自由意志，而把在押中被告強制

提解到庭，此件凸顯出我國審判期間對於判決宣示期日在刑事司法程序重要性與功

能的長久忽略，也再度掀起被告到庭之權利義務之爭。 

第一款 宣判到場 被告義務 

    於北捷隨機殺人一案的事實審強制押解被告到庭後，宣判期日被告應否到庭到

庭一時成為法界爭論之點。就贊同被告與審判期日應到庭者，歸納學者暨實務人士

意見後，臚列如下： 

第一目 法官裁量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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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法官就本案爭點，刑事訴訟法第 312條解讀後提出其見解
293
。其認為第 312

條的規定意旨在於「就算被告沒有到庭，法院也應該宣示判決。」條文規範僅為表

達被告在場非宣示判決的要件，而無意傳達被告有決定是否出庭的自由。因此，「此

規定（第 312條）並未限制法官於在押之被告表達不願到庭聽判時，即不得提解被

告到庭宣判。在押之被告，是否有提解到庭訊問或宣示裁判之必要，屬於法官依職

權得裁量之事項。例如：宣判時被告有延長羈押之必要，或需諭知被告交保或釋放

之情形，則縱使被告於審理期日曾表達不願到庭聽判之意思，實務上仍會提解被告

到庭宣判，以利訴訟程序之進行。在押之被告，如無不能到庭之情形，應以提解被

告到庭宣判為原則。」並認，實務上容許被告不到庭而法官逕行宣判，僅為法官的

便宜行事而已。 

     就此說所見，判決宣示期日對於被告有至關重大的影響（例如應否羈押），而

矚目案件尤為如此，對於矚目案件的被告，法官更有義務強制其到庭。如同實務法

官所提「宣判的意義，不僅在告知被告判決的主文及主要的理由，也包括告知被告

上訴的權利與期間。因此對被告宣判，也具有保障被告權益的效益。」是當被告於

宣判期日在場，有助於被告權利保障之時，法官為確保被告利益自得依法強制被告

到庭。 

第二目 審判程序不應切割 

     國內採此見解之學者認為判決宣判期日，被告應負到庭義務。而實務現行被告

宣判期日不到庭的現象，乃究因於第 312條、第 313條的規範錯誤，未來宜修法更

正之： 

壹 現行法規範切割審判期日的弊病 

    我國刑事審判期日規範，始於第 285條朗讀主文、終於第 290條被告作成最後

陳述，而判決宣示期日按第 311條規定應自辯論終結之日起十四日內為之。第 311

條規定在操作上雖為訓示規範，惟其背後彰顯的意旨表達出宣判期日勢必晚於被告

作成做後陳述之時，是判決宣判非於審判期日之內。法律制定之時，立法者將宣判

                                                      
293

 樊季康，法官有權裁量鄭捷到庭聽判，蘋果日報，2015 年 3 月 12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50312/36432506（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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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日與宣判期日做切割，宣判不屬於審判期日
294
。例如第 284條：「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第 312條：「宣

示判決，被告雖不在庭亦應為之。」及第 313條：「宣示判決，不以參與審判之推事

為限。」在上述規範中，的規定文字，此種切割亦為立法者有意設計的結果。 

    現行程序切割，導因於立法者於實務工作者以往刑事審判程序對於判決宣示長

久以來的忽略。所導致的弊端有下：一、對於程序便宜性的過度追求，許被告不到

庭，產生法官對「空氣」宣判的奇異現象；或是由對本案案情一概不知法官，到庭

向被告或辯護人為判決宣判。上述現象在現行法底下確實可能產生，或可逕稱為實

務運作的常態。但同時上述現象對外（人民）傳達出的卻是司法程序虎頭蛇尾的觀

感，被告作為國家刑罰權施加對象，卻得任意選擇是否到庭，無異於視司法程序為

無物，因而重擊國家司法權限於人民心中神聖威嚴的圖像，國家司法程序的儀式性

及莊重性外觀被破壞殆盡
295，宣示判決宛如兒戲一場。是而，得否以程序便宜性為

由，交易國家司法權剛正不阿的形象，應得再為思量。二、程序切割成將使宣判期

日成為程序漏洞，無異將宣判期日作為堅定被告逃亡的警鐘。在宣判期日效力薄弱

甚至無其實質功能的情況下，人身自由尚未受限制的被告在庭外如獲悉其將面臨重

罪時，必將下定決心逃亡規避刑責，是空洞化的宣判程序，其功能無異於提醒被告

抓緊時間逃亡。兼及我國第三審審判程序為法律審296，按同法第 389的 1項本文「第

三審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採行書面審理，原則上無開庭審理、不以言

詞辯論為之，既然無開庭必要，自無被告到場義務履行之問題。如審理期間未受羈

押或替代措施的被告主觀上有逃亡意圖，便可透過提起第三審程序來延滯執行，其

一為被告受同法第 370條不利益變更禁止之保障297、其二為第三審審理程序為書面

審，故第三審審理期間至執行前將成為潛逃的最佳時段，是將形成被告已逃亡，而

司法仍傻傻地續為審判的不合理現象，刑事防逃機制門戶大開。 

    基於以上幾點，現行法制下宣判期日自審判程序切割模式，有其適用上的質疑

及理論上的破綻，未來有加以修正之必要。立法者將宣判期日獨立切割於審判階段，

勢必伴隨著訴訟利益的犧牲。自學者之分析來看，受到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司法儀式

性及形象破壞與防逃效能之減損。 

                                                      
294

 楊雲驊，審判羈押與防止被告逃亡，月旦法學雜誌，第 257 期，2016 年 10 月，頁 169。 
295

 楊雲驊，同前註 250，頁 18-20。 
29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2010 年 9 月，六版，頁 392-393。 
297

 第三審程序有無適用第 370 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實務與通說見解就體系解釋認為無適用，惟學

者林鈺雄認第三審程序宜類推適用。林鈺雄，同前註 296，頁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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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比較法制 

    宣判程序自審判程序中脫離，係我國法的處理模式，然而對此種規範模式是否

妥適，除了就論理上的討論外，亦可參見其他法制國家就刑事司法程序是否將判決

宣示期日與審判期日的切割作為程序常態，並引用他國法律作為我國法制改良的借

鏡。本節就德、日、美三國之審判期日被告到場為比較法制的概要為說明： 

一. 德國法制 

    在德國刑事訴訟法中，被告於事實審到庭並無為任何切割，學者形容為「一體

成形的審判程序」。自朗讀案由為始到判決宣示為終，兩時點之間構成審判階段，期

間規範一體成形，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298，於此期間，原則上被告負有到庭義務。 

    德國刑訴法第 226條第 1項299：「審判期日應由參與判決之人（法官）、檢察官

及書記處書記官始終出庭。」、第 230條規定300：「被告缺席者，不得進行審判期日

（第一項）。被告無正當理由缺席時，若未進行審判期日之必要，應命拘提或簽發羈

捕令（第二項）。」故德國刑事審判程序的進行以被告負到場義務為原則，且不僅被

告於審判程序有全程參與義務，就連承審法官、書記官、及檢察官都應全程在場! 

    又德國刑事審判期日為何，規定於同法第 243條第 1項：「審判期日，以朗讀案

由為始。審判長確認被告及辯護人是否在場、是否已調取證據方法，尤其所傳喚之

證人及鑑定人是否已到場。301」及第 260條第 1項：「判決應當於審判終結時宣示之。

至遲應於審判終結後之第 11日宣示之，否則應當更新審判。第 229條第 3項及第 4

項第 2之規定準用之。302」德國審判期日始於朗讀案由而終於「判決宣示時」，依同

法第 226條第 1項規定，此際間被告都應到場，拒不到場者法院得對其為強制措施

命被告到場參與。德國法對宣判期日的規範與審判期日無切割，審判程序與宣判程

                                                      
298

 林鈺雄，刑事被告有無到庭聽判之義務？─簡評北捷殺人案的宣判爭議，月旦裁判時報，2015

年 9 月，頁 61-62。 
299

 連孟琦，德國刑事訴訟法付德國法院組織法選譯，2016 年 9 月，頁 253。StPO§ 226 （1）：“Die 

Hauptverhandlung erfolgt in ununterbrochener Gegenwart der zur Urteilsfindung berufenen Personen sowi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und eines Urkundsbeamten der Geschäftsstelle.” 
300

 連孟琦，同前註 299，頁 255。 
301

 連孟琦，同前註 299，頁 264。 
302

 連孟琦，同前註 299，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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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一致規範，彰顯「審判多嚴謹，宣判亦同」。蓋在宣判程序終結之前，案件仍有

轉圜餘地；在法官對外宣示判決前，判決結果尚轉圜餘地，例如審判長得依職權命

「再開辯論」，使案件回歸先前審理階段，是在德國法下，判期日不僅只為形式意義，

更有牽涉本案實質內容的效力，將其自審判期日中切割並無助於程序效益的追求
303。

同時程序的連貫，更得體現德國司法對於集中審理及直接審理原則的實現。又除了

以上考量，德國宣判期日不切割並要求被告到庭還有一重要的功能，便是透過審判

階段的最後期日決定應否羈押被告的重要功能，學者稱此為「審判期日」、「被告到

庭聆判」以及「羈押決定」的三位一體
304。 

二.  日本法制 

    日本憲法保障被告司法程序中聽審請求權，是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獲知程序

進行狀態為被告權利，並且落實被告到庭接受法官訊問，另一方面對證人、鑑定人

等關係人或共同被告為對質詰問，亦為正當程序的一環。又出於公益之目的除被告

憑己意自願到外，法院法官也會希望被告可以到庭協助發現真實305，因此在日本刑

事訴訟法制設計上乃以被告到庭為原則306。按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第 2項307：「在

開庭時必須傳喚被告到庭。」、第 286條308：「除前三條規定之情形外，被告未於審

判期日到場者不得開庭。」是審判期日被告有應到場，僅於例外情況下方允許被告

自行決定是否到庭，而本條規定例外情事包含：被告為法人（同法第 283條）、於被

告所犯為相當 50萬日圓以下罰金案件（同法第 284條）與第 285條 1項所定法院權

衡認被告毋庸到庭者。 

    又日本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審判程序被告應否到場的相關規範則如下。判決宣

判的規定訂定於第 342條：「判決，應在審判庭以宣告之方式諭知。309」被告應否到

                                                      
303

 林鈺雄，同前註 298，頁 61。 
304

 楊雲驊，同前註 294，頁 167-168。 
305

 松尾浩也 著，丁相顺 譯，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卷（新版），2005 年，初版，頁 246-248。 
306

 田口守一 著，张凌 于秀峰 譯，刑事诉讼法，2010 年 11 月，5 版，頁 183。林裕順，「羈押與防

逃」研討會會議紀錄，月旦法學雜誌，第 256 期，2016 年 9 月，頁 161。 
307

 第二百七十三条 裁判長は、公判期日を定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公判期日には、被告人を召喚

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308

 法務部編，朱學瑛等譯，日本刑事訴訟法暨刑事訴訟規則，2016 年 8 月，頁 63。（第二百八十六

条 前三条に規定する場合の外、被告人が公判期日に出頭しないときは、開廷することはでき

ない。） 
309

 法務部編，朱學瑛等譯，同前註 308，頁 91。（第三百四十二条 判決は、公判廷において、宣

告によりこれを告知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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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規範則訂定於第 285條第 1項：「經判決拘役之被告，應於判決宣示（誓）時期

日到場。其他之情形，法院認被告到庭對其權利保護非重要時，得准許被告於審判

期日不到場。310」本條規範，並無將宣示判決程序規範與審判期日脫鉤之意，且就

經判處拘役被告，就宣判期日「應」到庭；至於宣示判決以外之審理程序得由法院

考量被告權益而職權裁量被告是否可不到場
311。而同條第 2項：「最重本刑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逾 50萬日圓罰金案件，於第 291條程序及宣判期日應到場外，其他情節

依前條後段規定處理。」是本項規定相較於同條第 1項對於被告權利影響更鉅，因

此除宣判期日強制被告到場外，同法第 291條審判起始程序亦強制被告到庭
312。 

    簡而言之，日本刑事訴訟程序依第 286條所是被告於審判期日原則上應到場，

例外於符合第 283、284條得由代理人或自行決定不到場或依第 285條由法官衡量被

告有無到場必要。惟自第 285條規定可知，無論被告經判處為第 1項或第 2項之刑

責，「宣示判決期日」皆不得免除到庭義務，是可見該國刑事程序中對於宣判期日重

視程度迥異於我國規範。 

三. 美國法制   

     美國審判程序採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中立，被控對等」的結構、對席審判

作為美國司法程序奉行的重要審判原則，連帶重視被告到場權利義務的行使與課予

313。該國就被告是否到庭及相關權利義務的規範，訂定於 1945年由國會授權，美國

最高法院頒布的「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使被告應否到庭之規範給予統一操作標準。規則第 43條（a）314：「被要求時：除有

                                                      
310

 法務部編，朱學瑛等譯，同前註 308，頁 62。作者於著作中係以「宣誓」一詞。（第二百八十五

条 拘留にあたる事件の被告人は、判決の宣告をする場合には、公判期日に出頭し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その他の場合には、裁判所は、被告人の出頭がその権利の保護のため重要でないと認

めるときは、被告人に対し公判期日に出頭しないことを許すことができる。） 
311

 安冨 潔，刑事訴訟法講義，2009 年 11 月，2 版，頁 201。 
312

 林裕順，刑事審判「被告到庭」─日本法比較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258 期，2016 年 11 月，

頁 192-203。 
313

 彭海青，刑事诉讼程序设置研究，初版，2005 年 3 月，頁 200。 
314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43 Defendant’s Presence：“（a)）When Required. Unless this rule, 

Rule 5, or Rule 10 provides otherwise, the defendant must be present at:（1） the initial appearance, the initial 

arraignment, and the plea；（2） every trial stage, including jury impanelment and the return of the verdict; 

and（3） sentencing.（b）When Not Required. A defendant need not be present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Organizational Defendant. The defendant is an organization represented by counsel who 

is present.（2） Misdemeanor Offense. The offense is punishable by fine or by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oth, and with the defendant’s written consent, the court permits arraignment, plea, trial, 

and sentencing to occur by video teleconferencing or in the defendant’s absence.（3） Conferen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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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則第 5條或第 10條事由，被告必須在以下情況在場，：（1）首次出庭（initial 

appearance），初次提審與答辯；（2）所有審理階段：包括選任陪審員、宣讀陪審團

裁決以及；（3）量刑程序。」在第 43條（a）（2）中規定以所有審理階段作為被告

有義務到庭的時段劃分。在建立起被告應到場的基本原則後，再行討論特殊情況下

例外得無庸被告到場之程序
315。 

    除被告依法律強制出庭規定外，同條（b）也有被告無庸到庭的情事。第 43條

（b）：「被告於下列情形無庸到庭：（1）組織（法人團體）被告：由代理律師到庭；

（2）被告所犯為輕罪：所犯為罰金刑或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兩者兼具者，經被告

書面同意，法院允許認罪、審判和量刑程序通過遠程視頻會議方式為之或法院允許

被告不到庭；（3）法律爭議程序：僅涉及法律問題的程序或聽證會；（4）更正刑度

程序：美國法典第 3582條（c）、本規則第 35或第 18條修正或減少刑度。」當被告

具有第 43條（b）所列各款事由時，毋庸到庭。 

    在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中，明定被告應出庭、毋庸出庭的情況外，在同條（c）中，

規定了被告的捨棄到庭權利（Waiving Continued Presence）的三種情況。蓋在對

審制情況下，被告有權出庭為己辯護、然而被告也得消極不出庭而處分其訴訟法上

的權利。 

     第 43條（c）中，為美國最高法院所訂被告得拋棄在場權規範：「（1）一般情

形：最初出庭受審被告或承認有罪或為不辯護也不認罪答辯（nolo contendere）被

告在下列情況下得拋棄在場權：（A）當審判開始後被告自願不到庭時，不論法院是

否通知被告於審判期間有在場義務；（B）在非死刑案件（noncapital case），被告

於量刑程序中自願不到庭者;或者（C）當法院警告被告因妨害審判秩序行為而將被

告自法庭驅離。（2）拋棄在場權的影響：如果被告拋棄在場權利，審判程序、陪審

                                                                                                                                                              
Hearing on a Legal Question. The proceeding involves only a conference or hearing on a question of law.（4） 

Sentence Correction. The proceeding involves the correction 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under Rule 35 or 18 

U.S.C. §3582 （c）. （c）Waiving Continued Presence.（1） In General. A defendant who was initially present 

at trial, or who had pleaded guilty or nolo contendere, waives the right to be present under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A） when the defendant is voluntarily absent after the trial has begu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ourt informed the defendant of an obligation to remain during trial;（B） in a noncapital case, when the 

defendant is voluntarily absent during sentencing; or （C） when the court warns the defendant that it will 

remove the defendant from the courtroom for disruptive behavior, but the defendant persists in conduct that 

justifies removal from the courtroom.（2） Waiver’s Effect. If the defendant waives the right to be present, 

the trial may proceed to completion, including the verdict’s return and sentencing, during the defendant’s 

absence.” 
315

 李榮耕，同前註 285，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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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評決程序及量刑程序仍繼續進行，不因被告缺席而受影響。」對於被告拋棄在場

權的情況，學者對美國實務現象提出見解316，認在美國當事人進行主義情況下，被

告為了對自己作證，絕大多數都還是會選擇出庭。且在陪審制度大，當事人到庭印

象對於陪審員的心證也有重大的影響力，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被告都會選擇到庭。

美國法按刑事審判期日被告出席情況，大致區分被告強制到庭、被告得不到庭與被

告拋棄在場權而不到庭三種情況，並以被告到庭的情況為原則。 

    而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對宣示判決期日被告到場規範，依第 43條（a）（2）被告

須強制到庭及第 43條（c）（1）（B）非死刑案件被告得自願放棄到場者，聯邦最高

法院似採折衷見解。但縱使美國法允許被告於宣判期日不到庭，仍有其限制（死刑

案件除外），並非如我國第 312條全盤否定被告於宣判期日在場必要性。矧在美國司

法程序中被告放棄其在場權，縱然為宣判期日到場權利，都屬於憲法權利的拋棄，

除了符合刑事訴訟規則第 43條規定，實務運作上更要求必須確認被告是出於全然自

願下所做出不到庭決定，並且需清楚了解所拋棄的權益為何以及拋棄後將招致的後

果與影響317。本文所認美國法制運作，方為當事人進行主義底下尊重被告當事人權

利處分之表現。而我國法第 312條之操作，難謂為尊重被告程序主體地位的處分權，

只為立法者對宣判期日的漠視。 

    瀏覽德、日、美三國被告到場規定可歸局出二項結論：其一、德日美三國的審

判程序，皆未排除判決宣判期日。其二、宣判期日被告皆有到庭義務，日本法規範

對於判決宣示程度的重視更甚於其他審判期日。是從比較法角度出，可見我國就宣

示判決期日規範的簡陋，立法態度與其他國家背道而馳，透漏出立法者對宣判程序

對於刑事程序的完整性的漠然及與執行階段銜接功能的輕視，是現行法下規定不僅

悖離國際潮流，且顯然誤解的宣判期日的功能。 

                                                      
316

 李榮耕，同前註 285，頁 78-79。 
317

 Brookhart v. Janis, 384 U.S. 1 （1966）：“The question of a waiver of a federally guaranteed constitutional 

right is, of course, a federal question controlled by federal law. There is a presumption against the waiver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for a waiver to be effective, it must be clearly established that there was  an 

intentional relinquishment or abandonment of a known right or privilege.”， Brady v. United States, 397 

U.S. 742 （1970）：“But the plea is more than an admission of past conduct; it is the defendant's consent that 

judgment of conviction may be entered without a trial -- a waiver of his right to trial before a jury or a judge. 

Waiver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not only must be voluntary, but must be knowing, intelligent acts done with 

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and likely onsequences. On neither score was Brady's plea 

of guilty in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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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司法儀式性與莊嚴性之要求 

    在現代法治審判結構下對於被告到場的要求外，除了就其身為程序主體權利義

務為考量之外，宣判程序就整體審判程序結構的功能與影響可就法制史考據的角度

出發思考，窺視宣判期日於近日所為淡忘的功能與重要性。 

    現代司法體系的成形，無論是歐陸法系或英美法系，其刑事審判的發展都曾受

到神判、或宗教審判的作用。而西方審判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歷經反抗、改革之後

發展成現代構築於理性客觀之上的審判形式，然不可諱言的是，宗教程序所追求的

莊嚴肅穆，在司法程序中亦為如此，在審判制度設置上重視象徵性、莊嚴氣氛的營

造，以傳達程序進行法院慎重、嚴謹態度
318。法哲學家米歇爾·傅科（Michel Foucault）

在氏著「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就公開審判儀式由宗教審判中所繼承的功能

為說明。十八世紀時，審判程序的公開，尤其是宣示判決或是處行的公開，約略可

分為以下四項作用：一為使被告（犯罪者）成為對自己罪刑宣告者。此項功能與被

告供述做成有極大關聯，被告背負有宣佈並證實自己所受指控的任務。透過遊街、

向人民宣讀判決、在教堂或法院前當眾認罪，或是在公眾面前受刑，使罪刑和（當

時的）司法正義昭示於眾。二為沿用懺悔的情境。強制在公眾前公開認罪或受刑，

象徵的昭示真理的時刻。當被告認罪或接受刑責時，真理也獲得勝利。第三的功能，

則是將公開受刑與罪行本身為連結。在民眾前的處刑或宣判，是為了讓司法正義重

現於公眾面前。第四、透過行刑的緩慢過程、犯人的哀號及痛苦表現成為司法儀式

結束的最後證據。象徵著透過犯人肉體的苦痛，將正義與真理傳達於人民所知。在

宗教的角度下，被告在人民前展現的苦難，象徵著宗教的救贖同時也是給予被告幡

                                                      
318

 Estes v. Texas, 381 U.S. 532 (1965).“Court proceedings are held for the solemn purpose of endeavoring to 

ascertain the truth which is the sine qua non of a fair trial. Over the centuries Anglo-American courts have 

devised careful safeguards by rule and otherwise to protect and facilit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high 

function. As a result. at this time those safeguards do not permit the televising and photographing of a 

criminal trial, save in two States and there only under restrictions. The federal courts prohibit it by specific 

rule. This is weighty evidence that our concepts of a fair trial do not tolerate such an indulgence. We have 

always held that the atmosphere essenti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 fair trial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all 

freedoms�must be maintained at all costs. Our approach has been through rules, contempt proceedings and 

reversal of convictions obtained under unfair conditions. Here the remedy is  clear and certain of application 

and it is our duty to continue to enforce the principles that from time immemorial have proven efficacious 

and necessary to a fair trial.”美國司法程序以形式程序的莊嚴作為公平審判的必要條件，因此必須

杜絕審判過程中的放縱與恣意行為，維持審判進行中應有的（嚴肅、莊嚴）氛圍是公平審判基礎，

必須不計代價地加以實現。而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就是維持上述目的的手段，對於違反法庭莊嚴、

與蔑視程序的行為人課與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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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悔悟的最後機會。同時也是表示上帝審判與人的審判一致
319
。此種公開、將判決

結果及處刑昭示於所有人的儀式，其目的何在？從傅科對於審判公開儀式功能的脈

絡解釋，得出了將「判決結果歸結於被告，司法正義昭然於人世」的功能。而公開

宣判與公開處刑，作為一種司法儀式，是用以向人民彰顯「國家權力」的儀式
320，

另一方面也象徵著被告因其犯行而對公眾所做的補償321。 

    就現代法治角度審視過去審判處刑的公開儀式，得以血腥與殘忍來形容，演變

到最後被告的處刑甚至成為市井間取樂、茶餘飯後的話題；而將被告處刑公開、或

在公開期間被告所面對的羞辱，更是違反了人性尊嚴、毫無人道精神可言。然而在

宗教審判的歷史脈絡下，仍不應忽略早期公開處刑縱然手段粗糙而殘忍，但對於將

審判結果公開的儀式，其所表達的原意無非在於「向人民彰顯公平正義的實現」。時

間過渡到今日，公開處刑在我國早已被揚棄，但對於「公開宣判」的儀式，與表徵

公平正義實現的關聯是否已然脫鉤或是否已無必要，仍有待討論。 

    以我國刑事訴訟法為例，第 312條宣示判決的存在，以及判決公開制度的存在，

如同十八世紀的宗教審判一樣，都希冀透過接審判結果公開周知使正義的實現的意

旨傳達於人民所知。本文所認，司法程序象徵著國家立於一個客觀中立的地位，去

判斷一個未知的事實是否存在，此「客觀中立」的形象型塑，便是透過程序的儀式

及莊嚴性的維持加以實現，並藉由程序儀式性及莊嚴性的落實，鞏固國家司法的可

信性。是而公開宣判程序在現行法之下仍有其司法儀式性於莊重性的重要性及功能

性，並昭示公眾國家司法權力的合法，不應得為司法便宜行事的考量而捨棄322。 

    矧審理程序辯論終結後的宣示判決期日，絕非僅為機械性朗讀有罪與否的結論。

其背後真實涵義在於，法官於公開法庭直面被告說明法院所為判決結果及理由，甚

至也包含告知被告救濟途徑等效果。審理階段的核心，固然在於證據調查階段無誤，

但並非意謂證據調查階段以外的其他程序，都無其存在的意義而得隨意捨棄。當國

家司法期日的開啟與否得逕予便宜考量交易時，司法的莊嚴性與嚴肅形象也必然於

其間淪喪323。國家大張旗鼓的啟動偵查、審判程序，卻為何得於審判程序最終的宣

                                                      
319

 米歇爾·傅科 著，劉北成、楊遠嬰 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1992 年 12 月，頁 31-62。 
320

 許華孚，傅科（Michel Foucault）對於當代犯罪控制的啟發，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110-111。 
321

 米歇爾·傅科，同前註 319，頁 39-47。 
322

 林鈺雄，同前註 142，頁 151-152。 
323

 曾財和，同前註 277，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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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期日為求便宜性率爾操觚，司法權嚴謹與審慎精神在宣判期日戛然而止，流於國

家司法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之譏。 

肆 小結─修正刑訴第 312條、313條 

    現行法第 312、313條規定被告於宣判期日毋庸到庭，甚至法官亦不以參與本案

審理法官為限。在宣判之前的審判期日，被告之所以依第 281條有強制到場之必要，

目的在於實現直接審理原則，法制設計的重點過度著重於被告的證據法上功能，于

是當宣判期日被告發現真實的功能原則上已利用殆盡時，其是否到場對於法院而言

已微不足道；再者，今日法院宣判徒具形式，實務工作者亦有認該期日在程序上的

重要性劣後於被告的便宜性，此種操作，明顯忽略了刑事訴訟法所規範宣判期日的

功能。刑訴第 225條第 1項：「宣示判決，應朗讀主文，說明其意義，並告以理由之

要旨。」在條文中，宣判期日的程序不應只是由法官對著「空氣」朗誦主文而已，

更要求法官須積極說明判決意旨324。如被告不到庭，法官如何踐行此等程序？蓋如

被告有辯護人代為聆判，則辯護人通曉法律，何須再由法官說明意旨；又假使被告

未委任辯護人，依第 312條未到庭聆判，則其後如對判決主文理由有所疑問，即有

訴訟利益受損疑慮。是現行第 312條規定便宜被告，同時也便宜了承審法官，但以

此種訴訟基本權受侵害的風險交換一時的金錢、時間耗費，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本

文對此深感疑惑。 

    最後，判決宣判期日原則上應為審判期日的最後時點，然而在立法者的切割設

計之下，宣判期日在我國刑事司法程序已可有可無，此種規範型態本文認為覺不妥

適，除了審判一體的考量外，宣判期日在刑事程序中的重要性，體現在於作為審判

程序銜接「執行」程序的最後期日。以德日兩國觀察，該二國家皆強制被告於宣判

期日到庭，目的在於為了確保執行，並對宣判後判決確定前的被告人身自由為審查。

而在美國法因執行力與確定力切割，故宣判期日被告到場的重要性，展現在於宣判

與執行合一，宣告有期徒刑的被告不待判決確定應即執行325，然而在我國卻未有此

等思惟，對於確保被告接受刑之執行的警覺性薄弱，對於宣判期日保全國家刑法權

的功能視若無睹。 

                                                      
324

 楊雲驊，同前註 294，頁 169。 
325

 張明偉，以妨害司法健全羈押與防逃機制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2017 年 6 月，第 265 期，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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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被告到場之處分權 

    主張應強制被告於「審判期日」應到場者，多據有以下兩項論點：其一，在場

義務的課予能有效保障被告的聽審請求權，且能確保被告自始自終到場捍衛自己權

利。其二則為直接審理原則的實現，被告到場有助發現真相
326。然有學者對此提出

質疑：在場權存在目的在於在於保障被告聽審請求權，但被告聽審請求權本為被告

權利，當被告消極行使在場權而拒絕到庭時，卻又會面臨法院的拘提、羈押等不利

處分，如同國家懲罰被告行使權利。又國家何得以保障被告權利為理由限制被告對

權利的消極處分自由，或強制被告行使？同時反思當學說多數見解肯認被告審判期

日到場既為被告權利又為義務時，現行法規強制被告到庭實有過度重視被告證據法

功能，而忽略程序主體地位之嫌。學者基於以上論點，與邏輯規範上顯而易見的矛

盾，就現行法下立法者藉口保障被告權利而壓縮被告權利消極處分自由的條文設計

提出批判。因而主張審判刑事訴訟法未來的改革，應更加重視被告在場權利的處分

自由，擴大被告缺席判決的適用，並限制法院強制被告到庭。就立法者未來應重視

在場權為被告權利的特點，學者所持理由有： 

第一目 被告在場權行使不應限制 

    權利的行使，包含積極與消極二面向：積極行使權利與消極的不行使，都是權

利處分的範疇。所以當法律強制被告於審判期日到場時，另一面向就是限制被告的

消極處分權。此種權利的限制是否合法，需探明為何被告在法律上得否捨棄其在場

權？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482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在場權為憲法的 16條訴訟基本權的

具體內涵體現，人民作為基本權主體，自得處分所想有的基本權利。而基本權的行

使，會隨著個人自由意志在生活中的展現。例如有投票資格的人拒絕投票，也是消

極的行使公民權；所有權人拋棄其物品，同為法律上所准許的財產權的行使態樣。

在場權雖然是程序性質的基本權，但其權利內容的實質利害關係，與憲法所列的基

本權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一言以蔽之，都是被告所得主張防禦權，故當然得有權利

主體自為處分，不因積極行使與消極不行使而有所差異327。當立法者硬性規定被告

一定要積極行使，美其名為保障被告權利，實則違背了被告自主意志的展現。 

                                                      
326

 薛智仁，同前註 263，頁 232。 
327

 薛智仁，同前註 263，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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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立法者為求殷實保障被告程序利益，而強制被告審判期日到庭，二者間

是否符合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的要求？學者分析，立法者心目中之所以必須透過強

制被告到庭手段來保障被告權益，可能因為絕大多數被告的法律專業知識較為欠缺，

命其到場就有益於權益保護。惟對此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如程序中被告就自行到場

與否都不能本於己意判斷是否出席，則無異於在國家控制下參與程序的客體。且欠

缺法學專業的被告縱使到庭，對於其訴訟利益亦不具有明顯的幫助，要確實保障被

告訴訟利益應透過加強法官的闡明義務及擴大強制辯護範圍者為是。 

第二目 審判期日涉及證據認定始強制到庭 

    國內多數見解以直接審理原則作為被告到場的理由，對於此點學者提出質疑。

其一、被告的證據價值依個案而異：被告作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固然對真相釐清

由其一定功能，但並非所有案件的被告都有幫忙發現真實的能力。強制被告審判程

序到庭，乃是出於對被告自白過於偏重及效能的過度放大，以及司法程序對自白的

過度迷信的誤解。又被告在程序上享有緘默特權，學者認在被告緘默的情況下，對

澄清案情能有多大進展，不無疑問。且被告陳述毋庸負擔真實義務，因此更有可能

就案情產生誤導結果328。退萬步言，縱使實務信賴被告陳述與發現真實的關聯性存

在，在審判程序中亦非全程皆有被告在場的必要，蓋僅有在法官訊問、或實現被告

對質詰問權的期日內等涉及事實認定的期日方有命被告出庭必要性。一言以蔽之，

學者認僅於在涉及保全系爭證據調查完畢的範圍內，方具有科予被告在場義務的必

要。 

    對於現行法現強制被告審判期日全程到庭的論理基礎，學者提出上述幾點質疑，

而其立論之重點，即在於重視被告程序主體的權利行使，不應受到國家限縮。並擴

大被告到場權行使與否的抉擇範圍，僅於審判期日中涉及證據認定部分，方有剝奪

被告行使在場權處分的必要性。此舉不僅鞏固被告程序主體地位，同時也是尊重被

告理性決定後所做出的決定，蓋被告自我決定不到庭自有其考量，國家僅需尊重即

                                                      
328

 本文所認，被告縱使無真實陳述義務，但既已在緘默權的保障下，自無積極誤導檢察官、法官並

為虛偽陳述之權利，若允許被告以不正方式誤導調查，則過度強調被告人權而犧牲了司法伸張正

義的功能。如美國 18 U.S.C.§1001（a）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在美國政府行政、立法或司法

部門的管轄範圍內的任何人明知並故意地（1）偽造，隱瞞或掩蓋任何詭計，計劃或設備的重大

事實；（2）作出任何重大虛假，虛假或欺詐性陳述或陳述；或（3）製作或使用任何虛假文字或

知道該文字的文件包含任何重大虛假，虛構或欺詐性陳述或條目；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美國

法相關規範，詳參邱忠義，我國妨害司法公正罪之再建構，月旦法學雜誌，第 265 期，2017 年 6

月，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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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時，應修法擴大被告缺席判決的規定，以衡平被告權利保障與刑事司法效率。

在此種擴大被告到場與否決定權的論點下，被告於宣判時應否到場爭論不言自明。

蓋判決宣示期日的原則上做成於事實認定之後，且無再為法官審酌證據之必要，到

場與否為被告權利，法官亦無強制被告到場之權。 

第三款 結語 

    對於被告宣判期日應否到場一問，至今學說實務見解分歧。惟就學者所提出上

述二主張本文所認，應以被告應有於審判期日乃至於宣判期日到場義務，立法者應

修正刑訴第 312條，以強制宣判期日被告到庭為佳。但在現行法明文下被告確實無

到庭聆判之必要，法亦無明文，故愚見認法官若違背被告本意而拘提被告，在現行

法之下確為不妥。 

    早先刑事司法程序對於宣判期日的輕視，導致近年司法單位即屢嘗苦果。絕大

多數重罪被告透過宣判期日潛逃海外，重創人民信賴感，但也凸顯了宣判期日對於

刑事程序的重要性。如前文學者所提及，本文所認宣判期日的重要性，不僅有對於

司法程序進行完整的象徵儀式性以及司法莊嚴形象的維持，對於程序義務第 225條

第 1項法院闡明義務的履行，及最重要的也最常被忽視的確保審判程序與執行程序

的銜接，都有其重要意義。尤其當宣判庭期作為審判程序最終期日，法院亦有義務

注意確保被告之後得順利接受執行，而法院確保被告有效接受執行的方式，即以落

實被告宣判期日到場義務為第一步。蓋就現實面以論，偵查、審判的程序進行，最

終目的都是為了使被告承受合理的刑事責任，設偵審程序皆告終結，最後卻無法讓

被告接受刑責，姑且不論國家司法公信力的淪喪，期間所耗費的人、物力及金錢的

耗費更是難以估算，更是遠遠超過了被告所付出的成本。故在二者權衡下，本文認

為於宣判時，應強制被告到庭。而未來的修法方向，立法者或可修正刑訴第 312條

及第 313條，要求被告強制到庭聆判，且宣讀法官仍需以本案審理法官為限，以符

合司法程序的莊嚴性，同時徹底落實直接審理原則，或得逕行刪除第 312條及第 3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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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保全羈押制度 

    以強制被告到庭聆判作為判決定讞前保全被告的第一步，往下衍生的就是透過

在判決宣判期日當場控管有逃亡嫌疑之被告的行動自由，來達到保全程序及國家刑

罰權實現之目的。此種行動自由之現實拘束以羈押處分為之，稱之為「保全羈押」。

引用外國法探討保全羈押制度之功能及必要性，引之作為我國將來防逃機制的努力

方向。 

第一項 保全羈押制度的比較法制 

    本段討論核心，著眼於分析他先進法治國家刑事司法制度面對防止被告或受刑

人逃亡一問，在刑事程序中，訂立何種法規藉以防範逃亡情事產生。本文引用美國

法為比較法例，蓋該國於歷經聯邦保釋法案的數度改革及與時俱進，針對羈押與保

釋的規範設計上更為具體細膩，除做為我國保全羈押的改革參照外，就保釋要件的

設計亦即具有參考價值。復我國刑事法制草創之初多繼受於德日兩國法律，刑事程

序法體系與該二國家刑事訴訟法具有高度相似性，是德日刑事程序就防止被告逃亡

的特殊規範，亦得為我國防逃目的達成法律改革之酌參。 

第一款 美國法制規範 

    美國聯邦憲法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第 1到第 10修正案）為美國憲法位

階的重要基本人權維護規範，臚列多條於美國憲法正文中所未表明的自由及權利，

法案中絕大多數為為了保障刑事被告的程序權利所訂，其中第 4、5、6、8條增修條

文專為刑事被告人權擁護而立。是人權法案中涉及人權維護之相關規定，透過憲法

增修條文第 14條正當程序規定適用於各州，各司法領域（Jurisdictions）共負遵

守人權法案329、捍衛刑事司法正義的義務。其中人權法案中第 8修正案賦予了被告

享有刑事程序中的保釋權利，換言之，僅有在不違反第 8修正案的意旨及法定的例

外情況下，方得不予被告保釋而將之羈押。 

                                                      
329

 王兆鵬，同前註 4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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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 

    聯邦人權法案第 8修正案
330：「在所有案件中不得要求過重的保釋金，不得課以

過高的罰款，不得施予殘酷、異常的刑罰。」規定中雖然未清楚說明保釋為被告當

然享有權利，僅禁止過苛保釋金。但解釋上美國憲法既否認國家對被告要求過苛的

保釋金而變相拒絕被告的保釋請求，則代表被告原則上擁有保釋的權利，此程序權

利不允許國家刁難或限制。早在 1895年 Hudson v. Parker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

為在美國法規範下理論而言被告在終審法院判處有罪前，是不應該被判處監禁或處

罰。但可以裁定保釋，不僅在於判決確定之前的逮捕也及於判決後的錯誤處分。對

於逮捕與審前保釋的裁定，對於死刑案件的刑案被告都法院得裁定保釋；所犯為其

他案件之刑事被告則應裁定保釋
331。是在絕大多數案件都不應剝奪被告保釋請求，

認可了被告原則上享有憲法第八修正案禁止過苛保釋金及罰金的保障。聯邦最高法

院在 1951年的 Stack v. Boyle案中，更具體化將被告受合理保釋作為憲法所保障

的人民權利的地位。Stack v. Boyle判決中，最高法院針對保釋權限的闡述提及332：

「…第一，從 1789年的『美國聯邦司法機構法』（Judiciary Act of 1789）通過至

現行『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46（a）（1）條，聯邦法律明確規定，因非重大犯罪

被捕的人應被保釋。這種傳統的自由權利在定罪之前允許無阻礙地準備辯護，並用

於防止在定罪之前施加懲罰。除非保留在審判前獲得保釋的權利，否則無辜的推定

只有經過數百年的訴訟鬥爭後才能得到保障，將會失去意義。…」最高法院認聯邦

憲法修正案既已通過禁止國家對被告要求過多保釋金的方式迂迴剝奪被告受保釋的

機會，便意味著被告原則上受保釋推定，不得被國家剝奪此項權利333。隨後 1952年

Carlson v. Landon案334中最高法院表示，第 8修正案所表彰精神內涵著對抗國家透

過羈押等限制人民行動自由處分侵害被告權利，是為對抗國家高權的原則，國家不

                                                      
330

 Amendment VIII of Constitution :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 
331

 Hudson v. Parker, 156 U.S. 277 (1895).“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framed upon the theory 

that a person accused of crime shall not, until he has been finally adjudged guilty in 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be absolutely compelled to undergo imprisonment or punishment, but may be admitted to bail, not only after 

arrest and before trial, but after conviction, and pending a writ of error.” 
332

 Stack v. Boyle  342 U.S. 1 (1951). 
333

 李榮耕，具保及羈押，月旦法學教室，第 146 期，2014 年 12 月，頁 58-59。張琬婷，論保釋制度

─以美國法為借鏡，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論文，2013 年 6 月，頁 19-20。 
334

 Carlson v. Landon  342 U.S. 52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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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恣意或以不合理的保釋條件侵害被告的保釋機會
335
。但被告保釋權並非無例外，

1978年 United States v. Abrahams 336法院認為被告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享有保釋

候審的權利，但在極端不尋常的情況下337，限制被告保釋權利而將其羈押是合理正

當的。以第 8修正案之保障及上述法院判決為例，美國訴訟法程序原則上必須肯認

被告原則上享有受保釋之權，蓋此種刑事被告享有受保釋之權利，源於被告身處自

由之狀態下，辯護權及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司法模式功效之最大化
338，但也非絕對，

出於正當理由羈押被告仍為實務所允許。就美國實務判決的操作，認為原則上被告

享有應與保釋的權利，除了憲法人權法案的保障外，也出於對被告訴訟權的保障，

唯有當被告人身自由的狀況下，方得使對審結構下的訴訟效益最有效發揮。故當保

釋金的擔保已足確保被告不至於逃亡時，應以保釋為原則。但當被告所犯為重罪、

個案情況特殊或無法繳納數額合理的保釋金時，例外仍得羈押
339。 

    就美國保釋制度建置的歷史觀察，美國法對於保釋權於人權維護的影響重視度

有別於我國刑事訴訟法規範。我國保釋制度討論常將之用以為羈押程序替代手段，

於有羈押原因而無羈押必要時開啟。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在 1895年做成 Hudson 

v. Parker後，確立保釋權係人民在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下，作為防禦國家無端剝奪

其自由的重要武器，實務操作上應以得保釋為原則。但在今日美國刑事程序於追求

社會問題解決及刑事目的達成的同時，以保釋為原則的大框架雖未被變更，但在特

殊情況下不得保釋之例外事由卻逐漸增加。自該不予保釋之規範則為應發動羈押之

反面規範340做思考，可見美國縱然在第 8修正案的框架下，仍然無法全然捨棄羈押

處分，近年來甚至有透過法律修正擴大不得保釋事由的現象。故為參引美國法制作

為我國引入保全羈押模式之借鏡，本節自該國保釋法制規範為著手，並探究其對被

告在判決確定後應否羈押之態度為何。 

第二目 法制沿革─聯邦保釋改革法案 

    美國訴訟法程序中對於羈押及保釋法制的規範演變，需參照「美國法律彙編」 

                                                      
335

 張琬婷，同前註 333，頁 21-22。 
336

 United States v. Abrahams , 453 F. Supp. 749 (D. Mass. 1978) 
337

 United States v. Abrahams 案，被告被指控詐騙罪，經三次判決有罪後從紐澤西監獄逃跑，並在保

釋聽證會上提供不實訊息，不多次拒不出庭而逃亡，追緝期間使用了六個化名，且向百慕達移轉

150 萬美金。法院認定上述理由足資證明被告不能確實到庭，而不許被告保釋。 
338

 尤伯祥，同前註 163，頁 5-6。 
339

 Wayne R. Lafave,Jerold H. Israel,Nancy J King, Orin S. Kerr, supra not73 ,p.153-157.（2004） 
340

 張琬婷，同前註 333，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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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稱Code of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簡稱U.S. code或稱U.S.C.，

以下行文稱為「美國法典」）之規範，該彙編是美國整合聯邦法律並由眾議院主導進

行的官方法典彙編。於 U.S.C.體系規範上，美國法典第十八卷「刑法與刑事程序」

（Crimes and Criminal Procedure）專為美國刑事實體與程序法規定（§§1～6005）。

而第十八卷第二部分「刑事程序」（Criminal Procedure）第 207章「刑事司法程序

中被告釋放與逮捕」（Realease and Detention Pending Judicial Proceeding，§

§3141～3156）對於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的羈押與保釋事項定有詳細規範。以下行

文所稱之各年法案改革，皆係針對美國法典中§§3141~3156所為規範修訂。 

壹 1966年保釋改革法案（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66） 

    在 1966年之前，美國法院針對受到有罪判決的被告之保釋及羈押處分僅有一般

性規範，而該一般性規範即為 1789年的「美國聯邦司法制度法」341（Judiciary Act 

of 1789）。聯邦司法制度法第 33條規範除死刑案件外，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判決以

外之罪者原則上應獲有准予保釋的權利342。惟，1789年所制定的「美國聯邦司法制

度法」初始目的在於建立美國司法審判制度343、審級及各司法領域（Jurisdictions）

權限分配，對於羈押及保釋規範僅於該法第 33段有簡易規範344，雖仍待完善，但已

                                                      
341

 張琬婷，同前註 333，頁 141。李濠松，同前註 144，頁 149。 
342

 李榮耕，「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月旦法學雜誌，第 256 期，2016 年 9 月，頁 170。 
343

 李榮耕，初探最高法院之案件受理規範及言詞辯論─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相關法制為比較對象，

月旦法學雜誌，第 208 期，2012 年 9 月，頁 48-50。 
344

 Section 33  Judiciary Act of 1789 : “And be it further enacted, That for any crime or offenc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offender may, by any justice or jud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by any justice of the peace, 

or other magistrate of an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may be found agreeably to the usual mode of 

process against offenders in such state,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be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or bailed, as the case may be, for trial before such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by this act has cognizance of 

the offence. And copies of the process shall be returned as speedily as may be into the clerk’s office of such 

court, together with the recognizances of the witnesses for their appearance to testify in the case; which 

recognizances the magistrate before whom the examination shall be, may require on pain of imprisonment. 

And if such commitment of the offender, or the witnesses shall be in a district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the 

offence is to be tried,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judge of that district where the delinquent is imprisoned, 

seasonably to issue, and of the marshal of the same district to execute, a warrant for the removal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witnesses, or either of them, as the case may be, to the district in which the trial is to be had. 

And upon all arrests in criminal cases, bail shall be admitted, except where the punishment may be death, in 

which cases it shall not be admitted but by the supreme or a circuit court, or by a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r a judge of a district court, who shall exercise their discretion therein, regarding the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 and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usages of law. And if a person committed by a 

justice of the supreme or a judge of a district court for an offence not punishable with death, shall afterwards 

procure bail, and there be no jud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istrict to take the same, it may be taken by 

any judge of the supreme or superior court of law of such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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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下被告有權受保釋裁定的大方向。 

    其後，就美國保釋或羈押制度影響重大的者即為 1966年所通過的聯邦保釋改革

法案（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66）。該年的改革法案並堅守所犯為非極刑之刑

事案件被告原則上有保釋聲請權的大原則。在法院做成有罪判決後，除非法院認為，

即使課予保釋條件仍然無法確保被告到場，或是無法百分之百確保被告不會對他人

或公眾造成危害，否則仍應給予被告保釋345。並修正傳統「保釋」概念作出，在該

次修法中採行以被告自我擔保的「具結保釋」與「附條件釋放（release）」補充傳

統「以金錢交易自由（trades freedom for money）」的保釋概念。蓋傳統的保釋概

念以繳納金錢換取保釋最後造成的結果，往往致受羈押處分者多為因無資力繳納不

出保釋金的被告346。本次保釋改革法案中明訂被告得藉由自我具結替代具保347或釋放

被告並對其附加條件，來實現保全程序的作用。而依法規定對被告所得課予之條件

則包含將被告交由被指定機關或個人的監管，在被告釋放期間限制旅遊、社交活動

或限制住居，提供保釋金一成的金錢擔保，簽訂保釋契約、或提供現金、債券以證

明其資力或由法院裁量其他合宜條件並命被告於一段期間後自行返回監護所，且為

保證被告到場及接受國家刑罰權，釋放條件的課予不以一項為限，得同時對同一被

告附加多項條件限制348。法院在裁定被告保釋或附條件釋放時，出於確保被告到場

（appearance）的目的，需依現有信息為基礎思量被告所為指控罪名的性質和情況、

針對被告犯行所呈現之證據、被告與其家庭間的互動緊密與否、就職情形與雇傭狀

態、經濟來源與財產狀態、前科紀錄與在他司法程序中是否曾有潛逃不到庭情事349，

綜合認定後做出有意於目的達成的保釋及釋放條件的裁量。 

    當年保釋法案中，刑案被告原則得保釋或條件釋放的例外有二：一為所犯重罪

為判處死刑之被告、二為定罪後之被告、或在等待宣判之被告。上述二被告，不受

原則保釋的保障，但也並非意味其絕無保釋或條件釋放之可能。當法院審酌後認為

被告裁定保釋或條件釋放可以確保被告到場或接受執行，且不會對於他人或社區構

成危害時，法院得裁量不予羈押。但如法院無法百分之百排除被告逃亡或損及社會

                                                      
345

 李榮耕，有罪判決後的保釋及羈押，月旦法學雜誌，第 260 期，2017 年 1 月，頁 141-142。 
346

 為方便行文，本文逕稱「保釋」處分，以後所稱保釋處分包含附條件釋放（release）裁定。 
347

 18 U.S.C. §3146（1966）. 
348

 18 U.S.C. §3146（a）（1966）. 
349

 Patrcia M. Wald ; Daniel j. Freed,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66:A Practitioner's Primer, 5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pp 940-94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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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之疑慮時，即應命羈押（detention）被告
350
。 

    在 1966年的保釋改革法案中，可以一窺在美國聯邦憲法第八修正案之下，該國

對於保釋制度的核心價值。延續英國法保釋制度351背景到美國聯邦制度法再到 1966

年美國法典修正，美國對于保釋處分之功能定位原則上是作為確保被告到庭與執行

352；僅有當保釋無法落實到庭與執行之功能時，方有羈押之必要。惟應注意的是，

1966年保釋改革法案中也對被告得否保釋的應權衡要素一併為規範，當中，在條文

中將被告是否有再犯疑慮及對於社區的危急程序作為得否保釋的條件之一，可見美

國對於羈押保釋功能設計，已不再受限於確保被告到場，且保釋的態樣也越發複雜，

而被告欲獲得保釋的審查要件也愈發細緻及嚴格
353。可見該年法制改革立於堅實維

護人權角度創造性的改革了過往的保釋制度，可歸結以下二點：（1）呼應美國法對

人權的重視，要求審前原則上保釋或釋放所有非死刑被告；定罪後或死刑的被告，

也得釋放。（2）適應個案特性，設計多樣新保釋方法；改變過去單純依靠財產換取

自由，以個人具結替代傳統的依靠保釋金354。 

貳 1984年保釋改革法案（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84） 

    在 1984年以前，被告得保釋權利向來為美國實務所承認並且尊重，惟此操作模

式進入 1984年後開始有了重大轉變。1966年的聯邦保釋改革法採取的是原則保釋，

於特殊例外情形方不予保釋的立場；然而，在該次修法適用二十餘年後，問題便因

此產生了。1966年的保釋政策取向被批評過度傾向保障被告人權，並無法有效打擊

在一九七○、一九八○年代興起的毒品犯罪、暴力犯罪問題、組織犯罪等重大的社

會犯罪問題355。美國國會更認為聯邦羈押保釋法律必須預先警覺到犯罪人交保後可

能引發的問題，賦予法院更大的權力作出交保或羈押的決定，並且法院在做決定時，

應該充分認知到釋放人是否會產生危害，因此倡議修正1966年保釋改革法案。除外，

學者復提出批判，綜觀數十年的法律實務觀察所得結論，以被告得保釋為原則的政

策取向，縱然植基於憲法第 8條修正案的保障上，但與其稱為對被告保釋權作保障，

                                                      
350

 18 U.S.C. §3148（1966）. 
351

 The Habeas Corpus of Act 1677. 
352

 18 U.S.C. §3146（b）（1966）. 
353

 張琬婷，同前註 333，頁 23-24。  
354

 李剑非，美國保釋制度簡介，中外法學，1993 年，第 4 期，頁 56。 
355

 Donald P. Lay, Jill De La Hunt, The Bail Reform Act of 1984: A Discussion,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Vol. 11,Iss. 4,Article 2,pp 931-936.李剑非，同前註 354，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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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寧稱為對有錢人的自由權為保障
356
。換言之，修正案即使指明示不得課以過苛保

釋金，但對於無資力之人取得保釋機會仍然有事實上的困難357；再者，因被告受有

罪判決案件中，多數被告受保釋處分，反而造成證人或被害人的生活安寧之侵擾358。

法院實務上也認為，在有罪判決後，被告若仍保釋，回歸社區且過著與一般人無異

的生活，將降低刑法嚇阻之效，且訴訟程序又是如此漫長，若數年、數月容任被告

在外自由活動，則國家司法威嚴性將受挑戰
359。鑑於上述原因，美國國會於 1984年

修法方向的決策上，一改往昔操作模式，採行推定受有罪判決的被告應受羈押之立

法精神。 

一、 U.S.Code. 保釋法規變革 

    有別於 1966年的保釋改革法案的核心價值，1984年保釋改革政策進行一大變

革，在於法規專門就「受有罪判決被告」於各程序階段中的保釋條件與不得保釋後

的羈押處分做出更為詳細規範，對於「受有罪判決被告」
360釋放（或保釋）的標準

相較於舊法更顯嚴格。原則上當法院做成有罪判決之後，無論是在量刑程序前或是

在上訴程序中，除非法院（司法官員）認有明確證據足以認定，附條件的釋放可以

確保被告不會逃亡或危及社區安危，否則即應羈押被告。以下行文就 1984年保釋改

革法案之下「受有罪判決被告」之保釋及羈押規範條文為扼要介紹361： 

 

                                                      
356

 Donald P. Lay, Jill De La Hunt,supra note 355, 931-935. 
357

 Lafave, Israel, King,Kerr, supra note 339.154. 
358

 George F. Cole,Christopher E. Smith,The American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Belmont, Calif. : 

Wadsworth , 331-335,（2001）. 
359

 United States v. Ross,730 F. Supp.355（D. Kansas 1990） 
360

 張琬婷，同前註 333，頁 20-24。 
361

 蘇佩鈺，美國有罪羈押等法律制度之研究，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2009 年 3 月 18 日，頁 9-10，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etail.jspx?sysId=C09800671，（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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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143（a）宣判後執行前之釋放或羈押（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sentence）362 

    第 3143條（a）363：「經宣判有罪者或於刑之執行前之被告，及依第 28命題第

994條頒布標準建議課以監禁刑者，應羈押之。除司法官員得提出明確及可信證據

指出上述之人無逃亡之虞或危及他人及社區安危之可能性，方得按第 3142條（b）

（c）釋放364。」 

                                                      
362

 18 U.S.C. §3143 原文並未使用 bail（保釋），而係使用 release（釋放）。然釋放的概念在符合條文

規範得依 18 U.S.C. §3142（b）（c）釋放被告（或受刑人）時，得附加諸多條件，如註 364 所示，

其中繳納保釋金規定如§3142（c）（xii）為條件類型之一，被 release 概念所涵蓋。 
363

 18 U.S.C. §3143（a）：“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se 

and who is waiting imposition or execution of sentence, other than a person for whom the applicable 

guideline promulgated pursuant to 28 U.S.C. 994 does not recommend a term of imprisonment, be detained, 

unless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person is not likely to flee or pose a danger to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if 

released under section 3142（b） or（c）.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makes such a finding, such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release of the person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142，（b）or（c）.” 
364

 2017 年版本的 U.S.C.當中，就被告保釋或釋放所得附加條件類型複雜，法律明訂條件類型囊括：

提交保證書、繳納保釋金並採集被告 DNA、交由特定人監管，強制工作、無業者應積極尋找工

作，參與教育課程，禁止與他人社交、限制出境或旅遊，禁止與犯罪被告人或證人聯繫，定期向

執法機關報到，宵禁，禁止持有槍械、限制過度飲酒及禁用藥品，接受醫藥、精神及心理治療，

出具資產證明與逃匿時可予以沒收同意書，在下班或放學後返回羈押處所，以及提供其他足以確

保被告會出庭受審或不會危害他人。因附加條件不限於繳納保釋金的「保釋」概念，故學者雖稱

「保釋」（bail）改革，實則應為「條件釋放」（release）理解上較為精確。 

18 U.S.C.§3142（b）：“(b) RELEASE ON PERSONAL RECOGNIZANCE OR 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pretrial release of the person on personal 

recognizance, or upon execution of an 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 in an amount specified by the court,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not commit a Federal, State, or local cr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lease an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cooperate in the collection of a DNA sample from the 

person if the collection of such a sample is authorized pursuant to section 3 of the DNA Analysis Backlog 

Elimination Act of 2000 (42 U.S.C. 14135a), unless the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that such release will not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or will endanger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18 U.S.C.§3142（c）：“（1）If the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that the releas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b） 

of this section will not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or will endanger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such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pretrial release of the person— 

（A）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not commit a Federal, State, or local cr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lease an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cooperate in the collection of a DNA  

sample from the person if the collection of such a sample is authorized pursuant to section 3 of the  

DNA Analysis Backlog Elimination Act of 2000 （42 U.S.C. 14135a）; and 

（B）subject to the least restrictive further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that such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which may include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i）remain in the custody of a designated person, who agrees to assume supervision and to report any 

violation of a release condition to the court, if the designated person is able reasonably to assure the jud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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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保釋改革法案對於羈押的態度迥異於 1966年保釋改革法案，第 3143條

（a）規範模式可得。原則上被告如經判決有罪或待執行前，除經查證後認定符合本

條除外事由者外，其餘應予羈押的立法技術，條文中展現出對有罪被告「原則羈押、

例外釋放」的核心價值。在聯邦刑事司法程序上，認定被告有罪與否及科刑刑度為

何往往分別進行，通常在被告認罪或陪審團認定有罪後，再開啟科刑階段，同時由

法官決定刑度。第 3143條（a）為有罪宣告後等待科刑階段前即開始羈押被告的規

定。 

（二）、 U.S.C. §3143（b）被告提起上訴期間之釋放或羈押（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appeal by the defendant） 

    在判決確定之前，原則上被告享有上訴救濟之權限。然而被告於上訴期間，人

身自由沒有受到拘束情況下，仍有逃亡之可能，為了杜絕該情形產生或避免被告透

                                                                                                                                                              
officer that the person will appear as required and will not pose a danger to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ii）maintain employment, or, if unemployed, actively seek employment; 

（iii）maintain or commence an educational program; 

（iv）abide by specified restrictions on personal associations, place of abode, or travel; 

（v）avoid all contact with an alleged victim of the crime and with a potential witness who may testify 

concerning the offense; 

（vi）report on a regular basis to a designated law enforcement agency, pretrial services agency, or other 

agency; 

（vii）comply with a specified curfew; 

（viii）refrain from possessing a firearm, destructive device, or other dangerous weapon; 

（ix）refrain from excessive use of alcohol, or any use of a narcotic drug or other controlled substance, as 

defined in section 102 of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21 U.S.C. 802), without a prescription by a licensed 

medical practitioner; 

（x）undergo available medical, psychological, or psychiatric treatment, including treatment for drug or 

alcohol dependency, and remain in a specified institution if required for that purpose; 

（xi）execute an agreement to forfeit upon failing to appear as required, property of a sufficient 

unencumbered value, including money, as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shall provide the court with proof of ownership and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along with 

information regarding existing encumbrances as the judicial office may require; 

（xii）execute a bail bond with solvent sureties; who will execute an agreement to forfeit in such amount as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ssur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shall provide the court with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surety if other than an approved surety and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encumbrances against the surety’s property; such surety shall have a net worth 

which shall have sufficient unencumbered value to pay the amount of the bail bond; 

（xiii）return to custody for specified hours following release for employment, schooling, or other limited 

purposes; and 

（xiv）satisfy any other condition that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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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提起上訴作為延後執行的手段。對於上訴期間的保釋規範，訂定於第 3143條。依

該條本文規定，就宣判有罪判處監禁刑後向法院提出上訴狀、請願書的被告，原則

上應予羈押。但法院調查後如認定被告『同時』具有下述兩種情形者，則例外予以

釋放：1.有明確證據顯示，被告依同法第 3142條釋放後不可能逃亡或對他人或社區

產生危害。2.被告非為拖延訴訟而上訴，並且提出事實或法律上之實質問題，可能

導致推翻原判決、重新審理本案、將科處分監禁刑，或可能減輕刑度而少於羈押日

數者。 

（三）、 §3143（c）（1）國家所提上訴期間之釋放或羈押（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appeal by the government） 

    相對於被告自行上訴者，檢察官亦可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並提起上訴。於檢察官

上訴期間所形成的程序空檔得否控管被告的行蹤，訂定於第 3143（c）條。條文規

定當檢察官依據第 3731條規定對法院上訴駁回、證據使用禁止或同意重新審判等裁

定不服而提起上訴時，應依照第 3142條規定決定是否釋放被告。原則上檢察官提其

上訴的情況下，上訴期間應釋放被告；惟當被告另受他案的釋放或羈押處分時，依

他案處理。但如檢察官依第 3732條以被告刑度不合理為理由進行爭執所提上訴者，

若被告先前為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則法院應羈押被告（18 U.S.C.§3143（c）

（1））。如為其他情形，法院應依第 3142 條釋放被告（18 U.S.C.§3143（c）（2））。 

二、 羈押例外之舉證責任分配  

    1984年的保釋改革法案除建立有罪判決後羈押為原則標準外，第二個影響美國

法院實務操作之重要點在於「舉證責任」的分配。U.S.C.第 3143條（a）（1）、第

3143（b）（1）、3143（c）（1）都是原則羈押例外保釋（釋放）的立法模式，而釋放

被告則是須證明其無危害他人或社區安寧或無逃亡之虞等要件。然需由何人就被告

符合釋放要件為證明？在 1984年之後，實務有了重大變革。 

    1984保釋改革法案修法之前，係由被告推定保釋，由檢察官舉證羈押被告之具

體事由。但在該年法制改革之後，採取有罪判決被告受監禁處分時，原則羈押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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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連帶變動實務舉證責任分配的運作。在 1985年的 United v. Divarco
365
，法院

對於羈押聽證程序中就有罪被告得釋放的法定除外事項舉證責任分配有所反轉。該

案中，原審法院依第 3143條羈押被告，因法院認被告無法提出具體明確的信息證明

被告對於他人及社區不會構成危險，而被告對此提出抗辯認為此項羈押違反正當法

律程序。對此，法院認為「被告應承擔確保其無逃亡之虞，並且對他人或社區不構

成危險的舉證責任。因有罪被告被宣告判處監禁刑的事實，以推定其有逃亡的可能

及對他人和社會的危害性。」是故對第 3143條所訂被告無危害他人及社區一要件，

在被告經法院判決實體有罪之後，轉由被告需自行舉證提出顯示自身與社會聯繫融

洽的有利的事實或其他事證來爭取較有利的保釋或釋放條件。是在 1984年擴大了應

羈押被告的情況下，被告也因而被課與更重的程序負擔
366。 

    總體而言，1984年的保釋改革法案，迥異於修法前的版本以有罪被告原則保釋

或條件釋放的原則，在修法後，大大提升了不得保釋規範367。因此，在該年法制改

革之後，就宣判有罪的被告，原則上不得保釋及條件釋放，例外僅有在於被告得自

證其符合法定例外事由方得不予羈押。並且連帶影響的保釋聽審程序中，舉證責任

的分配，有罪被告須就自己有例外不予羈押事由為舉證368。在 1984年的保釋改革法

案中，在保全程序及公眾安寧與被告保釋權的取捨下，國會仍明顯傾向前二者之保

障。 

參 1990年有罪被告強制羈押法案（Mandatory Detention Act of 

1990） 

    在 1984年保釋改革之後，在 1990年尚有一次保釋制度的革新，聯邦國會再發

現 1984法案仍無法有效遏止上世紀末美國境內暴力與毒品案件數量369。1990年，美

國國會重新修正美國法典當中羈押相關條文，通過了所謂「重大案件有罪被告強制

羈押法案（Mandatory Detention for Offenders Convicted of Serious Crimes 

Act）」。 

                                                      
365

 United States v. DiVarco, 602 F. Supp. 1029 (N.D. Ill. 1985) 
366

 Donald P. Lay, Jill De La Hunt, supra note 355 , 946-947. 
367

 周文祥，有罪羈押制度之研究，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2010 年 10 月 10 日，頁 13-14，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etail.jspx?sysId=C09903363（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10

日） 
368

 United States v. Handy（9th Cir. 1985） 
369

 張明偉，同前註 325，頁 45-46。張婉婷，同前揭註 333，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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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正最明顯之處在於限縮法院對於曾受有罪判決被告是否羈押的裁量權限，

針對所犯為特定重罪之被告，在受法院諭知有罪判決後，縱然判決未為確定或被告

仍有上訴救濟之權限，仍依法應予羈押，法官對於該等被告應否羈押並無裁量權限。

按 18 U.S.C.§3143（b）（2）規定，於被告所犯為：（一）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兒童性交易、人口販運或恐怖主義犯罪；（二）最重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

罪；（三）最重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管制藥品罪，之案件時，法院一經做成有罪

判決，即應羈押而無裁量釋放餘地
370。 

第三目 小結─簡評美國羈押保釋制度 

    美國法作為倡議人權維護的泱泱大國，就其種群、性別等人權意識及思想，向

來為現代民主化各國所參。尤其在一九六○年間歷經數度的法律改革及判決判例的

做成，更進一步在刑事法律程序中內化現代化人權維護的精神。對於刑事審判程序

上最重大改革，則為艾森豪總統任命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十四任大法官厄爾·華倫

（Earl Warren）法官在職期間所為的人權革命期間371，後人稱該階段為「華倫法院」

（Warren Court）。 華倫法官任職期間，對於司法改革、人權維護採取「司法積極

主義」（Judicial Activism），此種精神在刑事司法領域更為顯著。但即使美國在華

倫法院期間進行了一連刑事法領域的人權改革，開始著眼於被告人權維護372在程序

上的重要性，對於其他利益的追求其他人權益之捍衛，仍未從有所偏廢。就早期「聯

邦司法制度法」到今日美國法典規定，美國刑事司法針保釋態度已由「原則保釋」

轉變為「原則羈押」；更建立起被告於受到有罪判決後即應羈押的「保全羈押」制度。 

    就美國經驗看來，可歸納以下幾點與我國刑事法制迥異之處：其一，就刑事訴

訟程序目的之追求，在華倫法院建立起人權精神導入刑事程序之後，仍未曾放棄其

他目的實現。自一九八○年起回溯至二十年的美國社會，陷入於社會動盪不安毒品、

組織犯罪猖獗，被告依法保釋之後對於證人或社區繼續展開危害情勢不斷，故為了

達到發現真實及維護社會安寧的其他目的，逐步改革修正案第 8條創建下的保釋權

利內涵，演變至今，更肯認「有罪羈押」制度之可行性。就此，可見經過美國數十

年代的法治變遷，羈押制度在社會公義考量上逐為重要。美國歷經保釋改革法案數

                                                      
370

 李榮耕，同前註 345，頁 143。 
371

 賴玉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的判例理論─由華倫法庭到巴格法庭，臺大法學論叢，第 5

卷第 1 期，1975 年 10 月，頁 133-136。 
372

 李榮耕，同前註 342，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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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變更後，驗證了被告縱享無罪推定及定罪前人身自由不得非法干預的傳統權利，

並非絕對，刑事司法捍衛程序完善性，亦為公認的利益。 

    其二，即為對於「無罪推定」在刑事程序實際運作的射程範圍。美國法制下，

法院於量刑程序後即應依法簽發執行命令，將被告移交獄政機關執行自由刑（死刑

除外），且一經有罪判決，通常情形下應即發監執行。也表示在美國實務上出現被告

於判決做成後逃亡的機率不高
373，由此可見，無罪推定精神在美國法制上並非終於

判決確定，而是早於判決確定前終結。回應前述英美法系對於無罪推定之解釋可見，

無罪推定之適用應限於對於「事實」認定有關的程序方有適用。本文以為此種解釋

方式實為可採，蓋過度擴張無罪推定適用範圍，不僅有礙於程序發現真實目的達成，

更容易造成人民對其錯誤理解，甚至使無罪推定淪為口號
374。 

    三、羈押與否考量因素與我國差異。自美國歷年保釋制度改革及實定法規範的

操作中可得知，美國法制運作在考量羈押之必要性當下，除了傳統程序目的（保存

證據、保全刑事程序）之外，甚為關切被告釋放後，對於被害人、他人及社區安寧

帶來影響為何。此點在我國實務運作上向不為重視，然而，保障他人及社區生活因

相信被告面臨刑事追訴所產生之安全心理、維護法和平性，應同為刑事法律所欲追

求之目的。是故筆者認為，以他人及社區安危是否將受被告釋放處分而變動，或可

為我國實務考量應否羈押被告之要件375。 

    四、以附條件釋放法制取代「保釋」制度。在美國近年法制史上，保釋制度一

直為學者所詬病，以金錢擔保到庭或執行的傳統保釋制度已不合時宜、易淪為權貴

逃亡、操弄司法的工具376。因此自 1966年保釋改革法案以來，法院認為被告無羈押

必要而予以釋放，應參酌被告資料及個人情況，對其科處合適的釋放條件。相較於

我國現行僅有的金錢保釋（我國刑訴第 110條）、責付（我國刑訴第 115條）、限制

住居（我國刑訴法第 116條）及附條件停止羈押（我國刑訴第 116條之 2）等替代

處分，美國法律彙編的規範顯得多樣而靈活。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就羈押替代處

分規範已明顯不合時宜，美國法有彈性的附條件釋放制度對我國未來刑事訴訟法之

                                                      
373

 張明偉，同前註 325，頁 41-42。 
374

 李榮耕，同前註 345，頁 149-150。 
375

 以民國 106 年發生之社會案件為例，被告先前多次揚言傷害證人，後持刀砍殺婦人案例。阿布斯、

陳家祥、呂彥頡，6 旬婦遭鄰友砍死 兇嫌服農藥自盡身亡，民視新聞，

https://news.ftv.com.tw/news/detail/2017929U02M1，2017 年 9 月 29 日。（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1 日） 
376

 George F. Cole,Christopher E. Smith ,supra note358,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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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美國自社會經驗，及現實面的考量，縱然是人權大國、縱然在華倫法院期間，

判決有罪的被告制度仍在美國建立起來。而 U.S.C,的數度修正，也反映判決有罪後

的被告羈押制度有其存在的實效及必要。縱然係不成文法系國家，但在美國法律彙

編中所展現縝密的立法模式及例外規範，兼及司法程序健全及正當法律程序，深值

為我國將來修法所參。 

第二款 日本羈押制度 

    日本與我國地理相近、民情相似，得為我國修法參照；又該國法制同我國皆為

大陸法系，矧我國立法之初諸多法規範承繼或參考該國立法所得，是日本法規就我

國立法的影響不言而喻。由於該國刑事訴訟程序中，就確保判決宣判有罪被告踐行

其後的司法程序與確實承擔刑事責任，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43條以下，有為類似

「保全羈押」制度的相關設計，本文以下為扼要說明。 

第一目 日本刑事訴訟程序判決宣判時的羈押 

    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中，為確保被告到場及實現刑之執行，設有就宣判有罪被

告於宣判時當場裁量羈押的規定。承繼前文所述，日本刑事訴訟法於第 273、、85、

286條強制課與被告到庭義務，而此到場義務縱於判決宣示期日亦無豁免。以確保

受拘役、監禁刑或死刑被告到場聆判為契機，於宣判期日同時開啟判決定讞前的防

逃措施，就宣判執行行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將受「保全羈押」處分。日本刑事

訴訟法第 343條377：「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判決宣告時，保釋或停止羈押處分失其

效力。於此情形，若無重為保釋或停止羈押之裁定者為限，準用第九十八條之規定。」

是被告在判決宣判時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法院又未命具保或停押，依同

法第 98條378規定將收押被告379。 

                                                      
377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禁錮以上の刑に処する判決の宣告があったときは、保釈又

は勾留の執行停止は、その効力を失う。この場合には、あらたに保釈又は勾留の執行停止の決

定がないときに限り、第 98 条の規定を準用する。」 
378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条：「保釈若しくは勾留の執行停止を取り消す決定があつたとき、又

は勾留の執行停止の期間が満了したときは、検察事務官、司法警察職員又は刑事施設職員は、

検察官の指揮により、勾留状の謄本及び保釈若しくは勾留の執行停止を取り消す決定の謄本又

は期間を指定した勾留の執行停止の決定の謄本を被告人に示してこれを刑事施設に収容し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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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同法第 344條中：「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第 60條第 2項但書籍第 89

條之規定，不適用之。」第 60條 2項但書380，為審理期間的羈押延長次數限制，除

法定例外情況外，羈押期限的延長以一次為限。而第 89條之規定381，為羈押被告於

不具備法定各款要件時，必為保釋裁定。總體而言，當被告於宣判期日受到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時，不得適用第 89條強制保釋規範；因第 343條作為羈押原因的期

間延長亦無次數限制。是負有出庭義務的被告，於到庭聆聽判決當下如受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便回復至受羈押處分狀態。至於所受非有期徒刑以上刑罰被告或是諭知緩

刑者，復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45條
382規定：「諭知無罪、免訴、免刑判決書、緩刑、

解除公訴（不包括第三十三條第四款第四款）之案件，罰金或罰款判決時。如果被

羈押者，其羈押處分失其效力。」不受保全羈押處分。 

                                                                                                                                                              
ければならない。○２ 前項の書面を所持しないためこれ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場合において、

急速を要するときは、同項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検察官の指揮により、被告人に対し保釈若し

くは勾留の執行停止が取り消された旨又は勾留の執行停止の期間が満了した旨を告げて、これ

を刑事施設に収容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その書面は、できる限り速やかにこれを示さな

ければならない。○３ 第七十一条の規定は、前二項の規定による収容についてこれを準用す

る。」（被告受有撤銷具保或停止羈押裁定，或停止羈押期滿屆至，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職員

或刑事設施職員，應依檢察官之指揮，向被告出示羈押之謄本及撤銷具保或停止羈押裁定謄本，

或指定期間之停止羈押裁定謄本後，將之羈押於刑事設施。（第一項）因未有前項書面而無法出

示，而認有緊急必要時，得依檢察官指揮，向被告告知撤銷具保或停止羈押期間已屆至之要旨，

將被告羈押於刑事設施。但應儘速出具該書面。（第二項）第 71 條之規定（管轄區域外的執行），

於前二項規定執行時準用之。（第三項）） 
379

 李濠松，同前註 144，頁 148-149。 
380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条第二項：「勾留の期間は、公訴の提起があつた日から二箇月とする。

特に継続の必要がある場合においては、具体的にその理由を附した決定で、一箇月ごとにこれ

を更新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但し、第八十九条第一号、第三号、第四号又は第六号にあたる場合

を除いては、更新は、一回に限るものとする。」（羈押期間，為自提起公訴之日起二個月。特

別有繼續羈押必要之情形，得以附有具體理由之裁定，每個月延長一次。但除符合第 89 條第一

款、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外，延長以一次為限。） 
381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条：「保釈の請求があつたときは、次の場合を除いては、これを許さ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 被告人が死刑又は無期若しくは短期一年以上の懲役若しくは禁錮に当

たる罪を犯したものであるとき。二 被告人が前に死刑又は無期若しくは長期十年を超える懲

役若しくは禁錮に当たる罪につき有罪の宣告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るとき。三 被告人が常習とし

て長期三年以上の懲役又は禁錮に当たる罪を犯したものであるとき。四 被告人が罪証を隠滅

すると疑うに足りる相当な理由があるとき。五 被告人が、被害者その他事件の審判に必要な

知識を有すると認められる者若しくはその親族の身体若しくは財産に害を加え又はこれらの

者を畏い 怖させる行為をすると疑うに足りる相当な理由があるとき。六 被告人の氏名又は住居

が分からないとき。」（聲請交保時，除有下列情形外，應予准許：一、被告所犯為死刑或無期

徒刑或最輕本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二、被告為曾受死刑或無期徒刑或最重本刑超過十年有

期徒刑案件之有罪被告。三、被告所犯為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常業犯罪。四、有相當理

由足認被告有湮滅證據之嫌疑。五、有相當理由足以懷疑被告將侵害被害人或其他對於案件審判

有必要知識之人或其等親屬之身體或財產或使之畏懼。六、被告姓名住居所不詳。） 
382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無罪、免訴、刑の免除、刑の全部の執行猶予、公訴棄却（第

三百三十八条第四号による場合を除く。）、罰金又は科料の裁判の告知があつたときは、勾留

状は、その効力を失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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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日本判決宣判時羈押制度分析 

    總括日本現制下法院對於受有期徒刑宣告後限制被告（受刑人）之羈押處分統

整如下。立基於法院宣示判決期日，被告有到場義務的前提下。如宣示判決主文判

處被告應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時，依照第 343條規範，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宣告之

被告，應受羈押。此種規範模式近似於我國學者所稱「保全羈押」（或有罪羈押）精

神。然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就有罪羈押的操作，以保全羈押稱之並非完全精準之用詞。

因日本法中卻無使用「保全羈押」一詞，但在判決確定前，判決宣告後羈押有罪被

告的處分，客觀上確實存在於日本法制中，且也非所有受判決有罪告在判決宣示後

即應收押（日刑訴第 345條）。 

    日刑訴法對宣判有罪後羈押規範十分精細，對於判決宣示後的被告收押，設計

有諸多限制383，並於法條操作上有以下特點：第一、宣告刑必須為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且未同受緩刑宣告或停止羈押宣告者，如受緩刑宣告者，即不得對該被告為保全

羈押（日刑訴第 345條）。二、起訴時被告在押案件，於起訴後當然移送至法院，法

院於收案後無需重為羈押與否之裁定。是被告必須在起訴時曾受羈押，後於審理時

因具保或停止羈押而釋放者，始有於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時，其具保、停止羈

押失其效力，致其暫時停止之羈押狀「回復」效力，而應再為羈押384。反解其義，

並非所有受到有罪判決的被告於判決宣示期日都會受羈押，如未於偵查、起訴階段

受到羈押，縱受有罪宣告，仍不因第 343條受羈押385。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其羈押更新次數無上限，且雖無必為具保規定適用，但得由原法院或上訴審法

院仍得依個案情形再為具保（東京高判昭 25.2.11特報 16.28）386。四、對於判決宣

示時在押之被告並不適用第 343條規定，乃羈押期限屆滿後，案件是否上訴未決，

逕由上訴審法院決定是否延長羈押即可。但第 344條關於羈押次數更新不受限制及

第 89條權利保釋不適用之規定，仍適用之。 

    日本刑訴法規第 343條到 345條針對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罰被告作為羈押事由

的法規設計，足以為我國將來修法參照。復於日本法制規範可得，為求刑事程序的

                                                      
383

 青柳文股、伊藤榮樹、柏本千秋、佐佐木史朗、西原眷夫等合著，新版註釋刑事訴訟法（第五卷），

立花書房，平成 10 年 2 月，頁 508-514。 
384

 林裕順，「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紀錄，月旦法學雜誌，第 256 期，2016 年 9 月，頁 161-162。 
385

 青柳文股等著，同前註 383，頁 510-514。 
386

 青柳文股等著，同前註 383，頁 5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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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並以最小目的達成防免被告逃亡等目的，於被告得知自己將面臨自由刑的第

一時點，衡諸各項因素及比例原則後適時羈押被告是為保全程序之有效手段。自其

成文法規範可明白觀察，保全羈押發動仍應有其限制，並非漫無目的地將所有受有

罪判決被告送入看守所，而應再考量比例原則之後排除有罪確得緩刑、罰金、罰緩

等輕罪，並以判決宣示先前曾受羈押者為限。自此，可見在日本保全羈押之實踐上，

要件上仍應切合「防止被告逃匿」或其他之目的的達成，非鋪天蓋地式的對被告予

以羈押，於合理的法制規範及完善的偵審程序程序作為前提，則毋庸過度畏懼羈押

制度會侵害到刑事訴訟程序維護被告人權之核心價值。 

第三目 小結─日本判決宣判時羈押規定簡評 

    相較於我國法制，日本刑事程序正視了被告逃亡的問題，而有上述法制規範。

而有罪被告於宣判期日羈押的制度於日本法下之所以可為接納，可歸法於該國對於

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使用。 

    在日本保全羈押制度的發動時點的討論，可回歸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43條體

系角度諦視。該條文係規定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審程序中，是第 343條於

第一審法院宣示判決時即有適用，符合相關保全羈押規定被告在第一審宣示判決後

即可羈押，並無我國對於無罪推定與判決確定前羈押被告相互扞格之問題。蓋日本

將無罪推定精神內化至日本憲法第 31條
387，作為正當法律程序一環388，當刑事訴訟

程序的進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時，即合於無罪推定原則。該國將無罪推定原則做為

一個憲法上位抽象概念式的規範，使實務運作不至如我國束手縛足。日本刑事審判

程序對於無罪推定的合理適用，在被告經一審有罪判決時即已被推翻，日刑訴法第

343條及第 344條的規定不生牴觸無罪推定原則的問題，學者係認：「被告既然經法

院判決有罪，則無罪推定原則已被推翻，此乃中是一審判決，且認為此時被告逃亡

的機率相較於判決前已大幅提升，是為確保刑罰之執行，自有拘束其人身自由之必

要…同時，也是為了防止被告以主張權利保釋為目的而濫行上訴。」足見日刑訴法

第 343、344條規定羈押有罪被告，無涉無罪推定更無違背該原則之問題。 

                                                      
387

 日本國憲法第三十一条：「何人も、法律の定める手続によらなければ、その生命若しくは自由

を奪はれ、又はその他の刑罰を科せられない。」（譯文：任何人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剝奪其生命

或自由，或科以其他刑罰。） 
388

 楊雲驊，同前註 250，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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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日本平成 20年（西元 2008年）司法統計年報刑事編數據顯示，該年高等裁

判法所受理 7962名被告中，於上訴審審理時起在押（包含第一審起即為羈押與上訴

審初為羈押）之被告，即有 5826人，比例佔 73.13%。而自起訴時起曾受羈押者，

高達 6682人，比例約 83.92%。又上訴審所受理之被告中，在第一審判決後經釋放

者，含具保 512人在內僅 655人，約佔 8.23%而已389。在平成 28年司法統計年報記

載，時年地方裁判所宣判後羈押人數為 3023人，其中依第 343條回復羈押者占 2917

人，占比例；高等裁判所宣判後羈押 634人，依第 343條宣判有罪羈押者為 605人
390。

數據所示，判決宣示後受羈押之人數在統計數據上規於大宗，一審判決後被告續行

或在為羈押為常態，可見保全羈押制度在日本法制適用上的普遍度及必要性，日本

法就該制度的成功經驗，或可複製於我國之用391。 

第三款 德國法制 

    我國法立法之初高度繼受於德國法，是兩國刑事訴訟程序，也具有高度相似性。

又被告逃亡案例，各國皆然，蓋趨吉避凶乃人性常態，就此一棘手問題處理，德國

刑事訴訟法（Strafprozessordnung，StPO）為求殷實有效防止被告逃亡，規範由法

官就曾為羈押被告於宣示判決期日依法裁量應否續為羈押處分。類似規定在我國尚

付闕如，故更具法制參照價值，簡略敘述之： 

第一目 德國刑事訴訟法保全被告羈押法制介紹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243條、第 260條，明定審判期日從朗讀案由起到宣示判決

終結，宣示判決同為審判期日之一部，言詞辯論、評議、宣判係一氣呵成。 

因此宣判程序踐行與審理程序不應有異，審判程序中被告全程在場，故宣判時被告

原則上亦不得缺席，並立法明文強調被告宣判時的到庭義務（StPO §230）。此見德

國刑事訴訟程序中針對判決宣示程序，持審理程序該有多嚴謹、宣判程序也應多嚴

謹的態度392。 

                                                      
389

 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編，平成 20 年度司法統計年報刑事事件編。轉引註自：李鴻維，有罪羈押

制度之研究，法務部選赴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計畫，2010 年 9 月 6 日，頁 10。 
390

 最高裁判所事物總局，平成 28 年度司法統計年報刑事事件編 16 勾留・保釈関係の手続及び終局

前後別人員全裁判所及び最高，全高等・地方・簡易裁判所，2016 年，頁 14-15。   
391

 惟日本刑事訴訟案件中定罪率之高舉世聞名，高定罪率亦可能成為保全羈押制度推行上之助力及

推行保全羈押制度的基礎。李鴻維，同前註 389，頁 13-14。 
392

 李濠松，同前註 144，頁 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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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刑訴法中的羈押處分，除避免被告竄證、滅證之傳統作用外（StPO §§

112-130）；就確保被告自始自終參與審判、實現國家刑罰權的目的實現，羈押處分

的發動有相異於我國的特殊規範。在德國刑訴直接審理原則（StPO §250）誡命下，

被告到庭並全程參與乃當然之理。此外，為了對於判決宣示後的被告行動自由為司

法管控，以填補程序銜接之間的縫隙填補，在 StPO §268b393有為宣判時裁定是否

續押被告的規範：「作成判決時，應同時依職權裁定繼續羈押或暫時安置。此裁定應

予判決一併宣示
394。」德國羈押處分審查，由法官依個案裁決是否有羈押之必要。

而 StPO §268b條立法目的為了確保被告到場、並確保將來刑之執行，因此要求法

院於宣示判決期日，就已為羈押及暫時安置者，以裁定決定是否繼續原處分。按本

條所示，在判決宣判時如被告仍受羈押或暫時安置處分，法院應在判決中就是否連

續除處分作出裁決，無論被告經判處有罪抑或是宣告無罪、也不因判決宣示後被告

是否上訴、或是放棄上訴權限受影響，依法法院被課予宣判期日續押被告的審查義

務。當法院審查後有續為處分必要，得依本條羈押之；而審查個案情節後法院如認

無續為羈押獲安置必要，亦得為 StPO § 116處分，但必須敘明理由。是德國法院

對於應否裁定羈押被告之權限貫穿整個刑事審判程序，且法院應有積極審核應否羈

押之義務，並且 §268b的羈押裁定也確立了法院對於所有刑事案件宣判期日毫無

例外的管轄權395。就 StPO §268b的實質審查部分，法院必須依職權調查先前羈押

程序的理由及相關事證，依自由心證認定於宣判期日時被告是否仍然具備 StPO §

§112、113、116、120規定羈押必要性。審酌之事證則以判決做成之本案事由為限，

不得以另案為由羈押被告。但羈押的理由可能發生改變，例如審判中或偵查中因勾

串共犯為由遭羈押，而法院依§268b審查後以被告有逃亡可能為理由將其羈押396。 

    承接上文，除判決宣判日，就受有罪監禁刑之被告得由法院法院各案裁量應否

羈押以外， 依照§121（1）397規定解釋，被告依§268b或當庭收押者，被告的羈押

                                                      
393

 StPO §268（b）：“Bei der Urteilsfällung ist zugleich von Amts wegen über die Fordauer der 

Untersuchungshaft oder einstweiligen Unterbringung zu entscheiden. Der Beschluß ist mit dem zu 

verkünden.” 
394

 連孟琦，同前註 299，頁 288。 
395

 Löwe-Rosenberg, Die Strafprozeßordnung und das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Band 6, 4.Aufl.,558, Rn.1. 
396

 Ebd., Rn.4. 
397

 StPO§ 121（  Fortdauer der Untersuchungshaft über sechs Monate）：“（1） Solange kein Urteil ergangen ist, 

das auf Freiheitsstrafe oder eine freiheitsentziehende Maßregel der Besserung und Sicherung erkennt, darf 

der Vollzug der Untersuchungshaft wegen derselben Tat über sechs Monate hinaus nur aufrechterhalten 

werden, wenn die besondere Schwierigkeit oder der besondere Umfang der Ermittlungen oder ein anderer 

wichtiger Grund das Urteil noch nicht zulassen und die Fortdauer der Haft rechtfertigen.”（德國刑事訴訟

法第 121 條第 1 項：「在未受監禁刑或剝奪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之判決前，對於同一犯行，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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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即無期限上的限制。其無期限限制目的在於使法院對於應羈押之被告，可即時

羈押或繼續羈押，而羈押之理由為被告有逃亡之虞，蓋德國實務認為，可預期受執

刑的刑度（Straferwartung）是判斷被告虞逃標準，在經驗法則下「預期刑度越高，

逃亡機率越高」
398，透過宣示判決揭示主文當場覺得羈押被告可有效降低被告竄逃

風險。又，對於被告宣判期日前到場而先前並未受羈押者，亦可以由法院在當場決

定羈押被告，一般稱之為「當庭收押」（Saalverhaftung）399。總體而言，德國刑訴

法中結合法規明文與實務操作，無論偵查審判階段是否曾受羈押或暫時安置被告，

於判決宣示當日皆得有法院職權裁定應否羈押（暫時安置）或繼續羈押（暫時安置），

以此實現保全程序目的。 

第二目 德國羈押法制簡評 

    §268b就判決宣示後依法羈押被告人身自由一點，對於阻擋被告脫罪逃亡功能

有其防逃目的上的必要性。相較於美日法的就判決有罪後保全被告人身的規定，德

國法制規範相較單純。在職權進行主義，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就宣判有罪被告羈押

與否裁量權交予法院，由法官自為個案裁量後於判決宣示當場決定應否羈押被告或

暫時安置。此種裁定，就判決宣示期日前未受羈押處分之被告的被告，法院得裁量

是否羈押；對於判決宣示期日前受羈押被告，亦得決定是否釋放或繼續羈押。 

第二項 小結 

    就判決宣告後直至判決確定前，美、日、德三國為求被告確實履行法律責任，

皆有類似國內學者所提保全羈押制度的程序設計，透過限制被告在宣判到判決確定

期間人身自由的羈押處分，已成就防逃目的。該三個國家相關規定已如前述，就各

國法制比較可得以下幾項特點： 

一、無罪推定原則不以確定判決作為適用終點 

    無論是美日法限制保釋權限、或是德國於判決宣示期間法院職權裁量是否

繼續羈押，都異曲同工地限制未受確定判決被告的人身自由。由此可見，無罪

                                                                                                                                                              
有特別之困難、調查範圍特殊或其他重大原因無法為判決時，其羈押期限使得逾六個月。） 

398
 林麗瑩，引進有罪判決羈押制度之芻議，法務通訊，第 2197 期，2004 年 7 月 29 日，頁 4。 

399
 楊雲驊，同前註 294，頁 175。李濠松，同前註 144，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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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無可否認其為普世價值，但非謂判決確定前一概禁止限制被告行動自由；

羈押程序管控重點應在於法院如為基本權干預處分時，應符合比例原則及正當

法律程序、以及以證據所示衡量應否為之。以日本法制為例，日本刑訴法第 343

條體系解釋，自第一審判決宣示後即有因被告保釋權被限制而因而回復羈押。

意即，無罪推定之保障在日本刑事審判程序第一審判決有罪後即被推翻，驗證

了無罪推定在刑事程序涵攝時點並不應終於判決確定
400。且在若不羈押被告，

將會對被告失其實行刑罰權兩者相權衡之情形下，上述美日德三國皆接納了以

實現國家司法正義實現優於有罪被告的行動自由。 

二、完整配套措施 兼顧人權維護及實現司法正義 

    美日德三國家皆採納，羈押有罪被告的制度。如我國法制程序欲引入「保

全羈押」措施時，需自宏觀角度觀察上述各該國家之規範設計。美、德、日三

國就結果而言，三個國家的刑事訴訟程序皆採納羈押有罪被告制度，然在程序

控管上，對於應發動該制度的情形，也訂有配套措施。以日本法為例，被告所

犯為輕罪者，得聲請保釋。換言之，所犯輕罪者不受保全羈押處分。而在德國

法規範中，法官於判決宣示時應一併做成是否羈押或繼續羈押被告決定，亦同

交由法官裁量權限斟酌被告將來是否有不到庭參與審判或是逃逸的情形，酌情

羈押。美國法亦如是，所犯非為重罪者仍得以保釋或條件釋放。 

    故參諸各國羈押制度可釐清，「保全羈押」又有學者稱之為「有罪羈押」，

但並非一經判決有罪即鋪天蓋地的將全部被告予以羈押。仍需考量法治國精神

下的比例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制定合理正當的配套模式及發動界線。 

第三節 我國保全羈押引進與相關配套制度修法 

    近年來多為社會矚目刑案被告在刑之執行前潛逃國外，此種現象最主要原因是

我國刑事訴訟法存有諸多制度上漏洞。實務學界多次舉辦研討會就防範潛逃及現行

「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進行檢討批判，但在防逃要點

欠缺強制力的情況下，縱然做更多次修法，仍無法彌補要點先天不足之處。故此，

                                                      
400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立法宗旨：「被告既經法院判決有罪，則無罪推定原則已被推翻，此乃

基於重視一審判決，且認為此時被告逃亡的機率已較判決前大幅升高，是為確保刑法之執行，自

有拘束其人身自由之必要…同時，也是為了防止被告以主張權利保釋為目的而濫行上訴。」轉引

註自法務部，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第三次會議「強化防逃制度」，2017 年 3 月 30 日，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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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認為就提升國家司法公信力、降低被告逃亡數量，治本之道應在於重新檢討我

國刑訴法羈押制度缺失，引入保全羈押制度，並建立起保全羈押為主，防逃要點為

輔的防堵被告逃亡機制。 

第一項 刑事程序引進「保全羈押」制度 

第一款 檢察官應有審判中羈押聲請權 

     本文所稱「保全羈押」為植基於現行羈押法制上所設，意圖在透過最小的法律

更動，來達成保全被告執行的功能實現，但其本質上仍然不脫離羈押處分的特性。

是為追求羈押制度有效達到防止被告逃亡的功能，尚須仰賴刑事司法程序殷實健全

的羈押程序設計。 

第一目 現制下審判中檢察官無羈押聲請權 

     民國 101年底，前議員羅福助（現改名「付祝」）觸犯證卷交易法案件定讞401，

但其於執行前隨即透過中國人脈接濟逃亡對岸，此案之發生一時掀起輿論譁然。檢

察官身為主職執行程序進行主體，對此類被告（受刑人）逃亡發生自承受了來自各

界之非難。然現行規範下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54點：「檢

察官僅於偵查中始得聲請羈押、延長羈押、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在審判中，並無

為上揭各項處分之聲請權，其提出聲請者，應以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及最

高法院 96年度台抗字第 593號裁定要旨402指出審判程序中檢察官無羈押聲請權限，

縱檢察官提出聲請，亦為不合法之聲請，法院連駁回聲請都不必。基此，要求檢察

官於審判期間羈押被告乃至於聲請羈押被告皆不具法律授權依據，就被告逃亡之責

                                                      
401

 101 年臺上字第 1422 決。 
402

 96 年度臺抗字第 593 號裁定（節錄）：「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之羈押，分為偵查中之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及審判中之被告，前者應經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始得為羈押與否之裁定，不得逕依職

權為之；後者則賦予法院本於職權以決定是否為羈押之裁定。蓋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於

偵查中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自應由檢察官先行判斷後……另被告於停止羈押後，有再執行羈押

之事由者，依同法第一百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檢察官亦僅得對於偵查中之被告，聲請法院行之。

是依前揭規定，均限於對偵查中之被告，檢察官始有向法院聲請羈押或再執行羈押之權。至於案

件經起訴後，已移由法院審理，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應由法院依職權決定，刑事訴訟法並無檢

察官得於審判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明文，縱為聲請，亦僅在於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而已。檢察官於

審判中既無聲請羈押被告之權，倘提出聲請，除法院亦認有羈押之必要，無庸再為無益之駁回

者外，應認其聲請為不合法。」、98 年臺抗字第 689 號裁定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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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諸於檢察官可謂其遭無妄之災。時至今日，被告於執行前逃亡之事時有所問，對

此監察院亦作出調查報告指責院檢雙方執行不利，卻忽略了法制根本的問題在於不

當限制了檢方羈押聲請權限403。 

第二目 實務評析 

    對此，本文認為檢察官審判中無羈押聲請權並非合宜的解釋方式，蓋羈押處分

既屬嚴重損及基本權利的處分類型，更應賦予較高的事前審查賦予被告保障。司法

院釋字 392號解釋做成之後，「法院」作為決定羈押唯一機關，縱認檢察官得於審判

中聲請，絕對法官保留模式不受影響，亦無礙於被告人權保障目的。就現行實務透

過行政權及裁定所作限制檢方審判中羈押聲請權，間接造成羈押防逃成效不彰，實

為法制運行缺憾，對此司法院宜加以改善。以下幾點簡要分析： 

一、 行政權干預法官獨立 

    司法院頒定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54點否定了檢察官聲請羈

押等其他聲請權，以行政規則限制檢察官權限，是否妥適？有無違反法律規範或逾

越司法行政監督合理範疇？存有疑慮。在司法院釋字第 530號解釋意旨下，司法院

本於主管機關地位，其所頒佈之諸多行政規則，若僅係促使人員注意或為輔助業務

有效達成，在不涉及影響法官法律見解、不牴觸上位法規範及不增加法律所無限制

下，行政要點的頒布方為合適。而上述注意事項第 54項指示法院對檢察官審判中提

出羈押聲請一律駁回，已涉及干預檢察官於審判中職權規範，與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所指稱「…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所發布之各注意事項及實施要點等，

亦不得有違審判獨立之原則。」恐已有違404。 

二、 現行法規解釋檢討 

    刑事訴訟法第 93條第 2項規定檢察官於偵查階段被告訊問完畢後，得視個案情

況向法院「聲請」羈押；而審判中法院無待檢察官聲請，依職權裁量是否羈押被告。

同法中就審判階段則無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被告明文，是實務就檢察官審判中無羈

                                                      
403

 林鈺雄，檢察官的掘墓人─綜評四組最高法院爭議裁判，月旦法學雜誌，第 207 期，2012 年 8

月，頁 52-56。 
404

 楊雲驊，同前註 294，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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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聲請權的結論，也由此而來。然而法規無明文規範有無權限，是否必然沒有權限？

對此推論，有學者對此有存疑405。 

    就法學解釋出發，「反面解釋」屬於漏洞填補的方法之一，係指「由未做規定」

可知，立法者對此刻意保持沉默，蓋立法者認為已無再為規範之必要，就常理判斷

得知立法者本意為何。因此，是否得適用反面解釋，原則上需確認立法者就可窮盡

列舉的事項，有無選擇僅就正面或反面為規範。檢察官審判中有無羈押聲請權限一

事而言，條文僅明訂偵查中有，並不等於審判中即無。此等規範模式是否代表立法

者已窮盡其列舉能事而認無庸再為規範，似有疑義。蓋未就審判階段為檢察官不得

聲請羈押的規定，表示立法者未於法規中列舉，是我國實務反面解釋逕行認定檢察

官審判無聲請權所得結果過程稍嫌率斷，仍容有討論之空間406。 

三、 與拘捕前置原則之立法精神衝突 

（一）、 拘捕前置原則意義 

    強制處分伴隨侵害處分相對人基本權的風險，所以在刑事訴訟法訂有事前審查

機制與事後救濟制度，當中又以羈押處分發動受有最為嚴謹的事前審查。刑事訴訟

法第 228條第 3項：「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一

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

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

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九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

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用之。」此為我國「拘捕前置原則」明文，其規定偵查中檢

察官聲請法院羈押被告之前，必先經合法拘提或逮捕，就被告人身自由保障，有其

重要性407。 

    拘捕前置原則要求被告於偵查階段受羈押處分前必須先受合法拘提逮捕，而其

受拘捕所憑之犯罪嫌疑事實與羈押所憑之犯罪嫌疑事實必須相同，如被告先前未受

逮捕、拘提，或其受之拘捕不合法，縱檢察官提聲請羈押，法院審查後仍應駁回，

                                                      
405

 林鈺雄，同前註 142，頁 152。林鈺雄，同前註 403，頁 65-66。 
406

 楊雲驊，同前註 250，頁 24-26。 
407

 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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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鞏固羈押發動的事前控管
408
。亦即，將前階段的拘提、逮捕合法性審查，作為

第一段羈押發動門檻，其後檢察官羈押聲請則為第二次審查，透過此種「雙重審查」

方式保障被告人身自由不受恣意侵害。自立法精神出發，第 228條第 3項立意良善。 

（二）、 拘捕前置原則下的矛盾 

    刑訴法第 228條第 3項體系位於偵查一節，屬於偵查程序特殊規定，所以拘捕

前置之適用僅限於偵查階段檢察官羈押聲請時
409，至若為審判程序中，則無適用。「拘

捕前置原則」本身即存有法理及現實運作上邏輯的爭議已如上所述，但如就其適用

做階段性區分有無適用，則又凸顯出了法規設計上偵審程序間規範不一致。依照拘

捕前置原則僅適用於偵查階段結論做論述，設想一被告於偵查階段皆未受檢察官為

羈押聲請；惟於審判階段，檢察官無羈押聲請權，因而法院或法官卻可僅憑一己心

證為應否羈押處分，而無庸接受強制處分的事前控管，此種結論，存有難服人心之

疑竇。 

    或可謂此種規範模式，存有如同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1第 1項410帶有法官本

位思考，然而第 159條之 1第 1項之立法精神並非完美，其所面臨的批判將於此同

受，最為明顯者為過於神化法官在訴訟程序地位。例如：檢察官與法官接受相近的

法學訓練，但檢察官的「羈押聲請」需要經過拘捕前置及強制處分專庭的事前把關，

而法官的羈押「處分」卻得單獨為之，邏輯上輕重失衡。二者，或可謂審判中羈押

審查是由法院「合議庭」三至五位法官合為裁定（第 284條之 1），裁定做成較為審

慎；然而實務運作上，法院合議庭在處理被告審判中職權羈押案件（又稱「被告送

審案件」）常允許受命法官一人決定羈押或行羈押替代處分411。又第 284條之 1以外

案件一審法院主要仍由一位法官獨任，在一位法官裁定羈押的地方法院獨任庭下412，

                                                      
408

 民國 91 年刑訴法第 228 條第 3 項修正理由：「使羈押之被告能得到兩次之法院「司法審查」之機

會，以貫徹『拘提逮捕前置主義』。」 
409

 林俊益，拘捕前置原則，萬國法律，第 103 期，1999 年 2 月，頁 63-65。 
410

 民國 92 年刑訴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增訂理由：「二、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共犯、被害

人、證人等）於法官面前所為之陳述（含書面及言詞），因其陳述係在法官面前為之，故不問係

其他刑事案件之準備程序、審判期日或民事事件或其他訴訟程序之陳述，均係在任意陳述之信用

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因此該等陳述應得作為證據。」 
411

 孫啟強，刑事訴訟法準抗告之實務相關問題，司法周刊，1657 期，2013 年 8 月 8 日，二、三版。 
412

 法院組織法第 3 條：「地方法院審判案件，以法官一人獨任或三人合議行之。（第一項）高等法院

審判案件，以法官三人合議行之。（第二項）最高法院審判案件，以法官五人合議行之。（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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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裁斷的功能便消失殆盡
413
；再者準備程序也可能有受命法官單獨為之，形成由

個別法官決定羈押與否之情況。反觀檢察官偵查中之羈押聲請，按「法院辦理偵查

中聲請羈押重大、矚目刑事被告案件注意要點」第四點414的規定，重大、矚目案件

應由合議庭審查，由此可見偵查中羈押審查的密度顯著高於審判中羈押
415，是偵查

中、審判中羈押的密度截然不同，此種規範是否適宜，本文持保留態度。 

    「拘捕前置原則」立意良善，雖然在立法上粗糙而有邏輯上不合理之處，但在

合理的反覆審查羈押發動之各項要件，確實有助於羈押處分適宜發動，姑且不論法

                                                      
413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93-97。 
414

 法院辦理偵查中聲請羈押重大、矚目刑事被告案件注意要點第 4 點：「四、辦理本要點之聲請羈

押案件，以合議行之，並應指定訊問被告之時間，預先通知檢察官按時到庭陳述聲請之理由及提

出必要之證據。」 
415

 對審判程序羈押庭獨任制與審判程序合議制對被告程序保障利益落差評論，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抗字第 1412 號裁定見解頗具見地，值得參考，以下節錄：「…八、末查本案為起訴時被告仍在

押，檢察官一併送審的實務通稱為『被告送審案件』，由法院依職權羈押之案件，殊不論改採當

事人進行主義的立法後，此種法官依職權羈押的制度實不宜存在，而應該改為審判中由檢察官

發動聲請羈押，法院准駁為宜的法政策問題。本案實為合議審理之案件（刑訴法第 284 條之 1 參

見），卻由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送審程序既非審判程序，自然即屬準備程序之一環）一人諭知

羈押處分，並非由合議庭裁定為之（參見原審卷第 18 頁背面），固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79 條

第 2 項，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與法院有同一之權限，但該條但書明白排除第 121 條關於具保等

替代處分免予羈押的裁定。第 121 條在民國 86 年修法將羈押改制由法院決定時，因為疏漏而未

配合修正，是立法者無無意的漏洞，絕非有意的省略，不應以明示排除視之，毋寧寧應以有利被

告類推適用的方式，亦即在決定羈押時，仍應受到第 121 條的拘束。否則，羈押決定，由合議

庭中的受命法官的一人決定；不予羈押的決定，卻要合議庭法院為之？豈非等同法院不羈押被告

反而要，『更慎重』的給檢察官一個程序交代，但作出羈押被告的決定，反而不必以合議庭三人

決定的更為慎重的程序規範？換言之，解釋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21 條所指由『法院』裁定決定

者，應該是『舉輕（不羈押）以明重（羈押）』，而非『舉重以明輕』。至於實務普遍允許受命法

官於送審當日一人決定的作法，有持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101 條之 1 僅規定『法官』訊問，

而非規定『法院』訊問為依據，但是這顯然有誤認該條規範目的，此處明定的『法官訊問』，是

保障被告的聽審權，又因為羈押是程序決定，因而得由受命法官一人訊問聽取被告意見後，回到

法院組織，如果是合議審理之案件，自仍應由合議庭法院來決定羈押與否裁定。再者，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 639 號解釋亦難以作為受命法官得一人決定羈押處分的依據，因為釋字第 639 號解

釋乃基於『合憲解釋原則』，勉強同意針對個別法官所為羈押決定的準抗告管轄法院，必須是『所

屬法院另一合議庭』，以解決與合議庭法院裁定，係由上級審法院管轄，所生的平等權及侵害審

級利益的疑慮。看似容許由受命法官一人羈押的實務長久以來的作法，惟這並非該號解釋意旨所

欲處理之標的。正如最高法院 44 年台抗字第 80 號判例所謂：『行合議審判之案件，其受命法官

僅於訊問被告及蒐集或調查證據，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之權限，無為第 121 條裁定之權，該條

裁定包括第 110 條之停止羈押在內，受命法官逕為此種裁定，仍屬第 41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處

分性質，當事人對之有所不服，依該條規定，僅得聲請其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殊無向上級法

院抗告之餘地』，是受命法官如僭越合議庭的權限為具保裁定，就是一個違法的『處分』，其救濟

方式就是由所屬法院（另一合議庭）依第 416 撤銷或變更，就此釋字第 639 號解釋只是在解決

為何不能向上級法院抗告的合憲爭議，未必肯認受命法官可以代合議庭作出具保決定，蓋這樣的

決定就是違法，違反第 121 條，於是要讓當事人得循第 416 條救濟。從而，本案既由受命『法

官』一人為羈押裁定，而非由合議庭之『法院』為羈押裁定，自亦有程序上違法。本件既經本院

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應據本裁定意旨，由合議庭審酌是否仍有羈押與否之必要，而非由受命

法官一人決定，附此敘明。」，錢建榮，舉輕明重或舉重明輕？─受命法官單獨決定具保免予羈

押之合法性，月旦法學教室，第 168 期，2016 年 10 月，頁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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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設計的粗糙，立法者立法本意仍是出於良善，也因此在漏洞百出的刑訴法第 228

條第 3項雖飽受學界非難，卻未有迫切修法之倡議。而「拘捕前置」的精神，揭櫫

對於被告有無羈押必要性一關關的審視，反觀在審判階段的羈押，吝於賦予檢察官

羈押聲請結果，美其名為落實武器平（對）等
416，背後意涵卻為更侵蝕被告利益、

法官本位的思維使審判中羈押淪為法官（院）個人決定417。因此賦予檢察官審判中

也有羈押聲請的正當合法權限，不僅有助於毋枉毋縱的精準羈押被告，亦有助於羈

押裁定做成適宜性及審查密度提升。尤其在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審理制度下，

當事人身為程序主體加上本於司法被動的消極形象，法院處分的做成及審理行為原

則上應為當事人之聲請而發動；並在立法者認有必要時，依法明定法官須依職權裁

量是否啟動強制處分。 

四、 武器平等原則的要求？ 

    司法實務為何剝奪檢察官於審判中羈押聲請權？於最高法院 99年度台抗字第

602號裁定中略表其意：「…案件起訴後，由於檢察官與被告同立於當事人地位，為

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憲法上之權利，基於『武器對等』之原則，亦不容許檢察官

超越當事人地位，濫用國家公權力之行使，而對被告之財產為扣押，以致侵害被告

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是在糾問體系的審判結構下，檢察官作為當事人一方，不

應握有過度的國家公權力，以免被告徒具程序主體空殼，實際上淪為檢方高權力下

受宰割的魚肉418。是在透過剝奪檢察官審判中羈押聲請權限，來實現刑事審判程序

中當事人地位對等與武器平等原則實現。 

    惟武器平等原則所追求之平等之意為何？有待深入商榷。審判程序中武器之平

等，重視程序中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相當。因被告在法庭上所需對抗者為檢察官，檢

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在蒞庭檢察官的背後實為國家公權力與檢察一體性的支持，

                                                      
416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抗字第 602 號裁定（節錄）：「…案件起訴後，由於檢察官與被告同立於當事

人地位，為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憲法上之權利，基於『武器對等』之原則，亦不容許檢察官超

越當事人地位，濫用國家公權力之行使，而對被告之財產為扣押，以致侵害被告憲法所保障之財

產權。從而，檢察官於起訴後如認仍有實施偵查活動、實施公訴之必要，雖仍得就繫屬法院之本

案，繼續為證據之蒐集，提出於審判庭以增強法院之心證，但以任意處分為限，不包括逕為執行

保全扣押之強制處分程序，縱其向法院聲請保全扣押，扣押與否則由法院依其職權決定之…」 
417

 錢建榮，同前註 415，頁 31。 
418

 柯耀程，具保停押之抗告不適格問題─台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抗字第 287、295、313、361 號裁定

評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125 期，2005 年 10 月，頁 214-218。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135 
 

多數情形下被告與辯護人一方更顯勢單力薄。故就刑事司法角度觀察，欲使被告享

有得於檢方互為抗衡的權力，法律上即應加強對被告的程序保障，並於審判實施的

過程中，讓被告因法院充分保障其武器平等需求而獲得改善與提升。程序法上合理

實現武器平等原則應更著重被告程序權益的維護，或透過減少檢察官的權利，藉由

二者權利消長以達平等419。但此種平等絕非齊頭式的平等，不得為了實現武器平等，

而將檢察官的定位至於如民法原告地位。蓋刑事程序乃公法程序，檢察官除代表國

家犯罪而追訴犯罪，更肩負在客觀性義務誡命之下就有利不利被告事務一律注意情

形，理論上應信賴檢察官所為強制處分發動聲請都是出於發現真實等程序目的追求。

現行實務運作限制檢察官審判中羈押權，以武器平等名義追求「齊頭式」的平等，

並不合理。司法院釋字第 392號中雖以破壞當事人權利義務對等為由剝奪檢方羈押

處分權，卻未明文剝奪檢方的羈押聲請權。允許檢察官為審判中羈押聲請，亦不會

破壞羈押處分絕對法官保留的審查。是司法院過度重視武器對等的外觀，忽略檢察

官的公益色彩及客觀性義務及法院公正依法審理的中立地位。 

    本文所認，武器平等的追求應更著眼於對於被告或辯護人程序的保障，僅在明

顯不對等（如司法院釋字第 392號）的極端情事下方應予限制檢察官之權利。齊頭

式的平等非在刑事程序中武器平等原則所欲追求者，否則將生檢察官既得搜索被告，

應允被告聲請搜索檢察官之荒謬結果。 

第三目 小結 

    審判階段容許檢察官聲請羈押，為本文建議之未來修法方向；審判中檢方聲請

羈押，及法官依職權裁羈押，不僅有助於提升裁定羈押精準度，更正確解讀法規範、

同時亦可以有效避免羈押程序侵蝕被告聽審權利。兼之，作為檢察官無審判中羈押

聲請權規範依據僅有為司法院頒布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54項，僅

需由司法院修法刪除導正，主管機關切勿以善小而不為。 

第二款 增訂「保全羈押」 

第一目 修法必要性 

                                                      
419

 范清銘，略談刑事審判中的武器平等原則，第 4 期，2015 年 4 月，頁 16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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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填補程序階段羈押效力斷層 

    在民國 99年 5月 19日「刑事妥訴審判法」（以下簡稱速審法）生效前，在刑事

訴訟法第 108條針對羈押期限的規範下，針對羈押被告所得限制人身自由期間，如

幾經法回原審案件更審，原則上並無時限上限制（第 108條第 6項）。直至速審法生

效後，依該法第 5條規定就一被告所得羈押年限以最多八年為上限
420，並藉此促成

「司法即時審判、以免刑事被告因訴訟不當延宕而遭受煎熬與焦慮、因訴訟長久懸

而不決而面對社會異樣眼光的注目與睥睨、因不必要的拖延訴訟致有利證據流失而

錯失訴訟有力的防禦機會，有礙其依憲法受公平審判的基本權利」421。在速審法生

效後，對於被告羈押期限爭論多聚焦於如何縮短速審法第 5「最多八年」的限制，

回歸於歐洲人權法院 2001年 Erdem v. Germany所建立的六年合理期間。惟，本文

所謂「羈押發動時效不足」非在爭執總羈押期限之長短，係自刑事訴訟法羈押處分

規定為基礎，出發做適用時效上之通盤檢討，評估是否有於現行制度上新增「保全

羈押」之必要性。 

（一）、 各階段羈押效力 

    羈押為強制處分類型之一，而強制處分具有確保被告到場、保全證據或確保刑

罰執行等功能422，就該等目的之達成，在刑事程序各個階段都有其需求。依處分發

動階段可分「偵查中羈押」與「審判中羈押」： 

1. 偵查階段羈押 

    刑事訴訟法第 93條 2項前段，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被告後，發現被告有羈押

原因及羈押必要者，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

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在拘提或逮捕被告的二十四小時之內聲請該管法

院羈押之；如認被告有羈押原因，但無羈押之必要，檢察官亦得自為其他羈押

替代處分，例如：具保（刑訴法第 93條第 3項）。偵查期間，由檢察官向法院

聲請羈押，法院於受理檢方提供相關卷證後，認有羈押原因及必要，即可裁定

                                                      
420

 楊雲驊，「邱和順與林坤明二被告案」人權觀察─羈押部分，台灣法學雜誌，154 期，2010 年 6

月，頁 64-67。 
421

 林輝煌，同前註 124，頁 1。 
422

 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219-220。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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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押。反之，法院如認檢方羈押之聲請無理由，應即駁回；或法院認得以其他

替代手段達到與羈押處分之相同目的，得裁定為該等替代措施423。 

2. 審判中羈押 

    一般案件偵、審階段皆有保全證據、防止被告逃亡或是防止被告再犯424之

目的。被告在審判階段亦有受羈押處分可能，而審判中羈押不以受有檢察官聲

請為前提，係以承審法官訊問被告後依職權自行決定（刑訴第 101條第 1項、

第 101條之 1第 1項）。刑訴第 101條第 1項、第 101條之 1第 1項規定適用

在審判階段，法院在「判決確定前」皆屬審判階段，法院自得依職權於判決確

定前裁定羈押。但在實務運作上，因第 312條規範被告判決宣示其日毋庸到場，

被告如有心逃亡，在判決宣示知道為判處重最後便會著手於逃亡，要求法院法

官再為訊問被告而裁定羈押，有現實上的困難。 

 

    整體分析我國羈押規範得知，無論一般性羈押或預防性羈押，雖然客觀上得延

長至速審法第五條之下最長八年限制被告人身自由。但對於偵查審判期間未受羈押、

或聲請保釋獲准等其他原因未為羈押被告，在判決宣示之後，欲再以被告有逃亡疑

慮聲請羈押以有困難。 

（二）、 小結 

 針對當前羈押法制，不利於國家司法保全被告或提供被告逃亡的規範瑕疵，本

節中提出了二項爭點：其一、檢察官依第 457條第 2項規定為執行程序主體，有責

任落實國家刑罰權，然而法制規範上，卻不允許其於審判期間以保全國家執行權聲

請羈押被告，此實為法制上善待改進之處。第二，羈押原則在現制下有其適用階段

的不足，現行法下被告宣判期日毋庸到庭，使法院於審判階段最後羈押被告的機會

消失，致使有罪被告在宣判後、執行前逃亡機率增。此二原因，揭示了我國現行羈

押制度的不足，也彰顯了「保全羈押」制度在我國修法引進之迫切性。 

    羈押制度向來被視為侵害無罪推定原則的洪水猛獸，但再重新檢視無罪推定原

則之真正內涵之後，無罪推定原則與羈押發現真實、實現國家司法目的達成間，實

                                                      
423

 林俊益，同前註 138，頁 245-247。 
424

 防止被告再犯之「預防性羈押」為我國現實所採行強制處分類型，惟該制度本身仍帶有有罪預斷

弊病，深值檢討。詳參蕭宏宜，同前註 54，頁 10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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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者間價值選擇，並非當然的水火不容。在合於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下擴

張羈押處分發動之階段，不必然會違反無罪推定的精神。又我國社會被告逃亡之事

所在多有，羈押法規存有缺失亦為人盡皆知之事實，如囿於第 154條錯誤的無罪推

定規定，而容任實務上受刑事有罪判決被告利用該漏洞相繼逃亡，本文認亦非刑事

訴訟欲追求之結果。 

二、 填補防逃要點成效不彰之實務漏洞 

     我國判決確定前刑事訴訟法與判決確定後防逃要點間的銜接，向來存有規範上

明顯的規範漏洞，法院判決被告有罪後被告逃亡案例在我國屢見不鮮，對司法公信

無異為一大打擊。而被告或受刑人潛逃之問題，實甚為複雜，近日更有有罪判決被

告畏罪自殘之情況產生
425。以上情勢可歸因於刑事程序一連串的規範漏洞所致，誠

如被告宣判得不到庭、羈押階段斷層或法院怠為羈押都是必須修正之問題。 

第二目 增訂刑事保全羈押制度 

一、 保全羈押制度與無罪推定 

    保全羈押制度在美日德三國皆有相類似機制存在，近年法務部或法界學者多次

於公聽會或是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中倡議修法引入刑事訴訟法中，但事實上仍遭遇諸

多質疑。當中最大的批評，則在於其與無罪推定精神之扞格，實務界工作者聲明：

保全羈押（或有罪羈押）條款，違反無罪推定並侵害憲法第 8條、第 16條保障被告

人身自由及正當法律程序426。 

    然對於無罪推定原則及羈押制度二者間互動關係，已誠如第二章所述。我國現

行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1項存有立法文字上宜加澄清之處，蓋被告直至判決確定

前皆受無罪推定保障的情形殊難想像，也和審級制度矛盾。自體系解釋分析，無罪

推定體例上編制於第 1編第 12章「證據」，揭示「證據裁判主義」，其精神主要在於

                                                      
425

 林何生，強冠案判決定讞 屏檢啟動防逃機制，2017 年 09 月 14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914002885-260402（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1 日） 
426

 臺北律師公會，臺北律師公會對於「防逃機制草案」之聲明，2016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tba.org.tw/news_detail.html?id=2177（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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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刑事訴訟程序下的舉證責任分配，而非謂一律禁止對於被告施以強制處分，

就無罪推定的正確概念應先予釐清。再者，我國刑事程序限制下，第一審與第二審

皆為事實審，前者為事實初審，後者乃事實覆審，第三審則為法律審，第三審法院

原則上不得逕為事實認定。換言之，「證據裁判主義」在事實審的一、二審適用為主，

如在最後事實審階段判決宣判時為保全羈押，則並不會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是故，

在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正確理解之下，保全羈押制度對於無罪推定並不會相互衝突

427。 

二、 保全羈押的審查立法模式 

    參考德美日三國就有罪判決後的被告羈押法制設計，得歸納兩種立法者建議採

行的立法模式：如原則羈押，例外由被告舉證符合法律要件得不予羈押之日本法模

式；另有在判決宣示當下，同時交由法院為個案裁量之情形德國法模式；尚有原則

羈押，例外由被告舉證符合保釋要件而釋放，但對於特殊重大犯罪受有罪宣告者強

制羈押的美國法模式。 

    則我國在引進保全羈押制度時，應採用何種模式？本文拙見認為，美日德各國

之立法模式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但私以為以德國法為主，輔以重大案件及特殊被告

身分被告強制羈押之立法模式較為可採，理由分述如下： 

（一）、 立基於現行法制 避免過度動盪 

    法規的修正，宜以最小而最適切的變動，實現修法所欲追求的目的。在現制下，

審判中的羈押處分為由法官裁量，將此模式沿用至保全羈押制度理念中，賦予最終

事實審法官在為判決宣示之時，同時審慎認定被告有無潛逃而礙及刑罰權之疑慮，

並就個案裁量是否有為保全羈押之必要性，同時賦予檢察官有聲請的權限，必免法

院怠為行使其裁量權。而在現行法制下，審判中法官在判決確定前如果認定被告有

逃脫刑罰嫌疑，自得依職權自行裁定羈押，故保全羈押制度，與其說是新羈押類型，

本文認為其僅為課與法官檢察官在審判的最後關頭再為一次應否羈押被告的「注意

義務」，並不致於過度的破壞刑事訴訟法維護人權的中心思想。 

                                                      
427

 林麗瑩，同前揭註 398，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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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強制被告到庭聆判，並在宣判時法官當場認定被告有無羈押必要者，以填

補判決宣判到刑之執行前的空洞，讓執行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在現實得掌控被告人身

的最後時點，有亡羊補牢、懸崖勒馬的最後機會。 

（二）、 個案裁量 避免鋪天蓋地式的羈押 

    法院每年承審的案件量十分可觀，而各被告有具有各自相異的生活、背景，交

由法院裁量較可達到依據個案特性，就被告有無逃亡疑慮獲得符合個案條件的羈押

與否決定。在法官經過一連串的審判過程後，得直面被告訊問，並以「人」為本的

裁量模式，較可避免無逃亡被告受到羈押處，而背離制度目的。同時，判決宣示時

的個案裁量回歸證據法則，可以避免經判處罪重罪被告因畏懼遭受保全羈押而降低

上訴意願，就有助於保障被告訴訟權。 

（三）、 重大案件被告及特殊身分被告強制羈押 

    強制羈押制度貌似和法官裁量後羈押制度相矛盾，但以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重

罪羈押法理觀之，舉輕以明重，為求國家司法權完整目的達成，應就維護他人及社

會安寧加上有罪被告趨吉避凶的人性考量，予以羈押
428
。並針對受最終事實審有罪

判決且受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如該等重罪在統計資料尚有高度的逃亡之虞時，則

例外應強制予以羈押，例如自統計數據中發現逸脫國家司法權者多為經濟犯罪、或

被告具民意代表身分為大宗時429
，則相關單位得就宣判刑度之經濟犯罪被告為強制

羈押。而所謂重大案件應以何種刑度為判斷？尚仰賴司法機關提出詳實的實證數據

為基礎（詳參附表三）。而除仰賴大數據下的實證資料，外國法制如美國法就被告受

判決科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或死刑、無期徒刑者，或是參考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 1項 3款法理以「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428

 前述國內學者所提之保全羈押制度並非對於有罪被告的基本權利加以拘束之先河，我國早有類此

規範，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第 1 項：「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經宣告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緩刑

者，不在此限。二、通緝中。三、因案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限制出國。四、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

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五、涉及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六、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

刑事案件嫌疑。七、役男或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但依法令得准其出國者，不在此限。八、護照、

航員證、船員服務手冊或入國許可證件係不法取得、偽造、變造或冒用。」對受刑人身分者予以

差別待遇，蓋受刑人與被告身分已然有別，權利義務自有轉換，為國家刑罰權之有效實現並對受

刑人施以合理制裁及基本權干預，應為合於正當程序與比例原則。 
429

 何賴傑，《防制刑事案件被告定讞前逃逸之法律機制》會議記錄，台灣法學雜誌，第 291 期，2016

年 3 月 14 日，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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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立法者所得參考標準。 

    其次，我國礙於國家主權爭議，與世界各國間簽訂引渡條款之國家為數不多，

故以往受有罪判決被告逃亡的實務案件多係逃匿於中國大陸或海外各國，此種情形，

除少數國家或特殊案例外，對於逃匿之被告司法機關時常無可奈何、只能望洋興嘆，

故針對此種情形，就在我國境內犯罪之外國人
430又或是持有雙重國籍者，如其犯罪

行為係我國審判權所及，且受有罪並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立法者應可考慮在

判決宣判期日對其為保全羈押
431。 

三、 保全羈押制度核心在於防逃 

    刑事訴訟程序，是確定國家具體刑罰權的程序，為了保證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

者判決執行，強制被告參與程序及防範被告躲避刑責，為強制處分存在目的之一；

又在證據裁判主義之下，為保全證據、避免偽變造證據，同為刑事程序之重要課題。

換言之，為確保被告到場、保全證據、訴訟程序進行或刑罰權發動，強制處分之存

在有其必要。 

    各該強制處分，都應有助於達成上述功能；為強制處分伴隨著基本權干預，為

求防止國家處分權濫用而逾越必要程度。任何強制處分都應受法律保留拘束及比例

原則的檢視。而「保全羈押」制度目的，原則在於追求避免被告逃亡、而非為了保

全證據而設（因事實審以終結，判決已做成），故在確保受保全羈押處分之被告已無

逃亡之疑慮後，則不該對其施以其他權利的干預，方符比例原則下手段不得逾越必

要程度之「相當性原則」。 

     具體而言，受保全羈押被告，其人身自由已受限制，保全被告及確保執行目的

已達，如再就被告為其他權利干預，即有違比例原則。例如在羈押期間被告所得積

極主張的基本權利尚包括與外人之交往溝通權，依刑訴法第 105條第 3項規定：「法

院認被告為前項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逃脫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命禁止或扣押之。但檢察官或

押所遇有急迫情形時，得先為必要之處分，並應即時陳報法院核准。」然而對被告

                                                      
430

 民國 99 年間，英籍印度裔商人林克穎（Zain Taj Dean）因犯公共危險等罪經起訴審理，並於三審

定讞後判決執行前（101 年台上字第 6459 判決）冒用他人身分潛逃至英國。 
431

 黃朝義，同前註 193，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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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干預的保全羈押處分者，通常係發動於事實審法院作出判決之後，除非有再

審之事由存在，否則絕大情形下缺少為證據保全之必要，再為受羈押被告與他人交

往通信權將流為不合理的基本權干預。又受保全羈押處分之被告如果無意提起上訴，

常理之下可能會希望通過執行前的期間安排其家人往後生活之事宜，如再以第 105

條第 3限制其予外人之接見權，似未盡人情。 

    除此之外，刑訴法第 34條第 1項：「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

非有事證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不得限制之。」為

對被告與其辯護人交往溝通權的限制，其限制之方式則依同法第 34條之 1：「限制

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應用限制書。（第 1項）限制書，應記載下列

事項：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住所或居所，及辯護人之姓名。二、案由。

三、限制之具體理由及其所依據之事實。四、具體之限制方法。五、如不服限制處

分之救濟方法。（第二項）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於限制書準用之。（第三項）限

制書，由法官簽名後，分別送交檢察官、看守所、辯護人及被告。（第四項）偵查中

檢察官認羈押中被告有限制之必要者，應以書面記載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項，

並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限制。但遇有急迫情形時，得先為必要之處分，並

應於二十四小時內聲請該管法院補發限制書；法院應於受理後四十八小時內核復。

檢察官未於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或其聲請經駁回者，應即停止限制。（第五項）前項

聲請，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第六項）」為之。然同第 105條應不適用於

保全羈押中被告同理，於此時被告再為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之必要性

已不復存在，再加之與辯護人交往溝通的限制實為畫蛇添足。再者，受保全羈押者

仍有上訴第三審之權利，第三審為法律審（第 377條）被告更仰賴與辯護人的高度

法學專業，如以第 34條之 1拘束保全羈押被告與律師交通權，對其辯護權加諸不法

且不必要之限制。 

四、 代結語─增訂刑事訴訟法第 374條之 1 

    刑事訴訟程序各階段環環相扣，前階段的規範錯誤，將導致後階段程序操作困

難。鑑此，緊扣前文第二章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1項修正及前文刪除同法第 312、

313條為前提，本文建議新增刑事訴訟法第 374條之 1：「被告於宣判期日經法院諭

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且未諭知得易科罰金或緩刑者，除有同法第 114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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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款、第 3款情形外，法院於當場聽取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或得為被告輔佐之人

陳述意見後，認非予羈押，顯難確保刑罰之執行、上訴程序之進行或避免危害公眾

或他人安寧時，得裁定繼續羈押或羈押之。（第一項）被告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

之外國人、雙重國籍者，得裁定繼續羈押或羈押之。（第二項）本條第一項、第二項

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無羈押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為其他處分。

（第三項）檢察官得為第一項之聲請。（第四項）因本條第一項受羈押之被告，不適

用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增訂理由略述如下： 

1. 第二審判決宣示時 開啟保全羈押制度 

    避免過度且大量的羈押被告，造成國家矯治機關及獄政系統壓力。而二審為事

實審之終結，為證據裁判主義適用之終結，同為無罪推定於通常程序之下合理的終

結時點，第二審判決宣示的保全羈押，除可適度控管受羈押之人數，並可釋除保全

羈押與無罪推定原則的疑慮。並由法官聽取當事人之陳述後，出於客觀中立態度就

保全後續程序及刑罰執行、他人及社會安寧性為考量為個案羈押與否之裁量，方符

合個案正義之精神。又第三審採書面審理原則，原則上不經言詞辯論，故為免被告

透過上訴第三審期間潛逃，宜以第二審宣判期日由法院審查應否羈押被告。 

2. 實務現實面向考量 就特定身分者為被告 

    我國囿於主權問題，與國際間簽訂引渡條約之國家數量稀少，兼之司法互助效

力薄弱，被告如潛逃至外國則有極高的可能性我國刑罰權將因而無法實現。是對於

有高度潛逃可能之外國被告、雙重國籍之被告，可將其強制羈押。又得參照美國 1990

年強制羈押法案對於特定身犯或為特定犯罪被告於宣示判決實同時羈押，此際得交

由立法者為立法裁量，惟本文認為強制羈押的範圍應謹慎訂定，避免打擊被告上訴

救濟權限。 

3. 檢察官得為審判中羈押聲請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54項為錯誤概念應廢除，蓋檢察官

象徵為國家之代理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2條規定附有客觀性義務，就被告有利不利

事務一併注意。以「武器平等原則」否定檢察官之羈押聲請權限，不僅忽略檢察官

追求公益身分更破壞客觀性義務的核心價值。再之，檢察官審判中聲請羈押賦予被

告多一次的審查機會，實為更為殷實、更為保障被告權利之羈押程序。故檢察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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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中羈押聲請權為自然之理，第三項的規定為宣示效力，表彰此聲請權不應由司

法行政機關剝奪。 

第二項 保全羈押制度法制配套 

第一款 即時抗告制度 

    無論係本文所採納之保全羈押制度、或是傳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一般性羈押、

第 101條之 1預防性羈押，客觀而言皆為事實上侵害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不利處分，

都應有實定法規範方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精神。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的訴訟權，針

對被告的不利處分都應有事後救濟的存在；同時檢察官象徵國家追訴犯罪發現真實，

如認為法院所為裁定不適宜，也得提出抗告。現行法下羈押救濟制度，透過刑事訴

訟法第 404條抗告、第 416條準抗告規範建立。當被告無羈押之必要卻面臨不合理

的羈押處分、或法院認定被告無羈押必要而裁定停止羈押交保、責付、限制住居、

附條件釋放被告時，而檢方認為該名被告有羈押之時，應賦予被告、辯護人及檢察

官更為迅速、有效率的抗告救濟程序，本文建議修法增訂「羈押即時抗告制度」以

助法院快速做成最終裁定。 

第一目 法制困境 

    為何存有討論「羈押即時抗告制度」的芻議？肇因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對被

告、檢察官抗告次數有所限制，致使抗告法院發回後，抗告人得不服再為抗告，如

此反反覆覆，造成程序拖沓。對被羈押被告而言，勢必造成多餘、不合理的人身自

由干預；就檢方而言，偵查中證據蒐集、調查稍縱即逝，將應羈押而不予羈押的被

告釋放，將至難以挽回的結果。 

    以民國 103年張○正衝撞總統府案為例，被告五度獲得法院裁定交保，又遭遇

檢方五度抗告，媒體戲謔稱本案「五度五關」432。張案並非單一個案，民國 103年

頂新黑心油負責人魏應充案件、民國 105年樂陞案董事長王金龍收押433皆有類此情

                                                      
432

 黃朝義，羈押要件判斷基準─從衝撞總統府案件等論，月旦裁判時報，第 28 期，2014 年 8 月，

頁 62-63。楊國文，張德正五度五關 抗告最高紀錄，2016 年 9 月 29 日，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036661（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16 日） 
433

 張文川，4 度扣關 北院這回裁准樂陞許金龍羈押禁見，自由時報，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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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產生。不論就一般性羈押、預防性羈押或本文所提「保全羈押」，程序事項本質應

為確保實質審理程序順行與隨後之執行程序有效，更應重視效益。如就程序事項如

此反覆駁回、抗告來來回回之中，無形中已然犧牲刑事訴訟法所希冀達成目的。尤

其我國實務做法，在法院駁回羈押聲請時，應立即附條件釋放被告；而如法院裁定

羈押，則立馬收押；若檢察官提起抗告，卻又發生上述駁回、再抗告情狀，待原審

法院在傳喚拘提被告到案後再為羈押裁定，期間時日耗費，被告可能早已逸脫法網、

或已然竄改事證，偵蒐證據已失先機，檢調機關僅能徒呼負負。又若被告提出抗告，

則在抗告及駁回的往返之間，被告的人身自由所遭受非必要的實害，業已無法挽回
434。

類此情形，肇因於抗告程序規定過於簡陋，基此，本文建議採用「即時抗告制度」。 

第二目 羈押即時抗告制度芻議 

    「羈押即時抗告制度」並非新概念
435，於民國 93年間即有司法院與行政院會銜

函送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交由立院進行審議。時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406條之

1第 1項436：「偵查中檢察官聲請地方法院羈押被告之案件，檢察官或被告不服該館

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關於羈押、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裁定者，得抗告於該管地

方法院合議庭。」此項規定立法目的在於縮短羈押相關處分抗告期間卷證往返的時

間，亦免除地處偏遠法院移送證卷往來奔波間之耗時。同條第 2項：「前項抗告如係

於裁定宣示後當庭以書狀或言詞敘述理由為之者，原審法院應停止原裁定之執行，

認為抗告有理由時，應立即更正其裁定；認為抗告全部或一部無理由時，應速將案

卷送交該管地方法院合議庭。該管地方法院合議庭應於檢察官或被告提起抗告後二

十四小時內訊問被告並自為裁定。」本條一改往昔抗告次數無規定之弊端，限制法

院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儘速裁定之作成，減少被告受不合理人身自由限制，或是釋放

後的被告湮滅罪證情事產生。但民國 93年間所提出的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437，最終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841370 

434
 張麗卿，羈押審查的決定與救濟─台開事件的相關裁定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001 年 5 月，第

72 期，頁 171-175。邱忠義，關於羈押即時抗告制度修法建議及新修正再審案件之我見─併析對

「偵查主體」的衝擊，月旦法學雜誌，第 246 期，2015 年 10 月，頁 204-206。 
435

 林永謀，論羈押，法令月刊，第 49 卷第 8 期，1998 年 8 月，頁 8。該文於民國 87 年提出建議仿

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429 條第 1、2 項；第 420 條增訂即時抗告制度。 
436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一六一號政府提案第九五一二號。 
437

 民國 93 年立法院、行政院版本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406 條之 1：「偵查中檢察官聲請地方法院

羈押被告之案件，檢察官或被告不符該管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關於羈押、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之裁定者，得抗告於該管地方法院合議庭。（第一項）前項抗告如係於裁定宣誓後當庭以書狀或

言詞敘述理由為之者，原審法院應停止原裁定之執行，認為抗告有理由時，應立即更正其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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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當時法制配套機制不健全為理由終未審理通過。  

    93年版本修正草案未通過，深值為憾；但於數十年後的今日，司法單位、立法

者如欲就羈押即時抗告制度重啟討論仍猶未晚矣。針對未來羈押即時抗告制度設計，

參考民國 93年版本之刑事訴訟法草案，本文認有以下幾點值得有關單位於法條設計

時酌參：其一、羈押即時抗告得以有效降低羈押抗告之耗時，回歸程序事項效率追

求，故即時抗告之制度於偵查、審判程序中皆有需求，源於被告於刑事程序中享有

受迅速審判之權利。現況之下，審判程序進行中，法院得依職權裁定羈押被告、裁

定保釋或具保責付限制住居，對於雙方當事人而言都是程序突襲，都應允其為抗告

救濟，而既有救濟之權，適用即時抗告制度降低程序耗費實有必要。就此點，民國

93年草案將即時抗告適用限制於偵查階段，流於保守。查近日（民國 105年末）司

法院召集研商會議
438，結論仍僅將即時抗告制度適用於偵查階段，實有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之感。其二、由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關於羈押或替代性處分抗告之案件，

並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由地方法院合議庭自為裁定。對於羈押強制處分抗告程序時有

                                                                                                                                                              
認為抗告有理由時，應立即更正其裁定；認為抗告全部或一部無理由時，應速將案卷送交該管地

方法院合議庭。該管地方法院合議庭應於檢察官或被告當庭提起抗告後二十四小時內訊問被告並

自為裁定。（第二項）前項訊問，準用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規定。」修正理由為：「一、本條係

新增。二、羈押之強制處分攸關被告人身自由及公共利益之維護，依修正條文草案第一百零一條

第二項規定，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之案件，檢察官於法官訊問被告時，必須到庭陳述

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而為使聲請羈押之相關法律效果儘速確定，利於偵查程序之

進行，並避免實際上卻有羈押必要之被告因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之違誤裁定（參照修正條文草案

第一百零一條第四項）而得以逃匿、勾串共犯、證人、湮滅或偽造證據甚而再犯罪破壞社會秩序，

檢察官如不服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所為駁回羈押聲請而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逕行釋放被告

之裁定者，應可直接抗告於其所屬地方法院之合議庭。被告若不服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所為羈押、

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之裁定者，為求衡平並兼顧被告人身自由權之保障，亦應賦予被告相對等

之聲明不服權利，爰於第一項予以規定。三、為求抗告及抗告審查之時效，前項抗告如係於裁定

宣示後當庭為之者，應准許以言詞或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而此時，原審法院應停止原裁定之執

行，如認為抗告有理由時，應立即更正其裁定；認為全部或一部無理由時，則應速將案卷送交該

管地方法院合議庭。又為避免被告於法院等候訊問及裁定之時間過長，侵害被告人身自由，該管

地方法院合議庭亦應於檢察官或被告當庭提出抗告後二十四小時內訊問被告並自為裁定，不得遲

延，爰於第二項規定之。至於檢察官或被告對於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所為有關羈押、具保、限制

住居、責付裁定有所不服，而位於裁定宣示後當庭向該管地方法院合議庭提出抗告者，仍得依本

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第四百零六條所定期間內，向該管法院合議庭提起抗告，就該抗告案件之審

理，則適用一般抗告之規定。四、該管地方法院合議庭一本條第二項規定訊問被告時，應準用修

正條文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由檢察官到庭陳述抗告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爰於本條第三項

予以規定。五、至於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檢察官或被告如不服該管高等法院所為駁回羈

押聲請、或命羈押、具保、責付、限制住居之裁定者，依修正條文草案第四百零五條第一項規定，

不得提起抗告，僅得向該管高等法院聲明異議，而就其聲明異議之處理，依同草案第四百零五條

之一規定，仍準用抗告之規定。從而，本條鎖定抗告之特別審查程序，於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

檢察官聲明高等法院羈押被告案件，亦應準用之，此為法理所當然，毋庸另行規定，特此敘明。」 
438

 司法周刊訊，司法院召開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即時抗告制度研商會議，司法周刊，第 1830 期，

2016 年 12 月 2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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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抗告，致使程序進行曠日廢時之案例所在多有，增訂羈押即時抗告迫切及必要

亦愈發明顯。透過明文要求受理法院於 24小時內為裁定，一方面得於即時抗告同時

暫時為原裁定執行，得兼顧社會安全、人身保障及偵查真實的目的。最後，透過強

制處分專庭法官的審核，較不易發生以事實審判處有罪之心證門檻及證據法則作為

裁定是否羈押之問題，專業法官的建置將是羈押准駁的標準漸趨一致，避免個案矛

盾並減少人民對司法的不信賴感
439。矧於民國 105年間，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14條之

1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強制處分專庭建置，更大幅提高未來增訂羈押即時抗告程序

之可行性440。 

第三目 小結 

     針對即時抗告制度設計，在民國 105年間對於法院組織法修正增訂強制處分專

庭後可行性大幅提升，但在創設縝密且符合制度要求的條文設計上，仍有待立法者

於學者實務人士共同討論。例如對即時抗告制度在審判期間應否適用，本文立基於

審判中應併同賦予檢察官羈押聲請權限之前提，認應肯認被告儘速提起抗救濟之權

利，並以之作為檢察官或被告對於判決宣判期日保全羈押處分不符之救濟管道，而

認應擴及於審判中應有適用，惟近日司法院修法討論仍將羈押即時抗告制度適用制

定於偵查期間方有適用。又學者有認偵查中的羈押即時抗告制度採不對稱抗告救濟，

僅於被告遭受羈押處分時方有提起即時抗告權利，以對檢察官侵害人權的聲請採為

嚴格控管，此種見解亦得為立法者所參441。 

第二款 擬訂刑法違保潛逃罪 

    國內民眾對於司法的信賴程度普遍低迷，社會大眾質疑司法人員公正專業性遠

勝其他專業人員。此現象除究因於司法體系不親民，造成法律適用者對於法的解釋

與執行背離人民對法律功能的想像外，層出不窮的要犯脫逃、以及權貴政要透過法

院的不予羈押裁定，在保釋期間亡命於天涯，也重創司法公正形象。兼之，我國近

日犯罪型態變更，新型犯罪及白領犯罪，甚至是財團負責人為被告的集團性犯罪率

                                                      
439

 俞秀端，談偵查中羈押審查之證據法則與救濟，檢察新論，第 4 期，2015 年 4 月，頁 180-182。 
440

 吳巡龍，偵查中聲請羈押的管轄問題與即時抗告─兼評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聲羈字第一五一

號刑事裁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114 卷，2004 年 11 月，頁 237。  
441

 楊雲驊，簡評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即時抗告」制度，全國律師，第 9 卷第 10 期，頁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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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權貴政要者為被告案件量提升
442
，往往該等被告為求免受刑法訴追將盡可能

的計畫逃匿。在我國刑事實體法規範簡陋之現狀下，對此種逃亡者或對其他不正手

法侵害我國司法權者欠缺合理有效的實體法刑責，對於棄保潛逃行為僅生沒入保證

金，更加劇有心人士操弄國家刑罰權、藐視司法公權力之結果
443。如今司法機關及

立法者既已知棄保潛逃行為已有害於國家刑罰權的有效行使，則應立法對該侵害法

益行為課以刑事責任。 

    美國 U.S.C.中就被告違保行為
444（bail jumping）施以刑事責任加以究責，足

茲為我國法參照。美國法中所稱「違保」包含我國實務常見的被告棄保潛逃，也包

含被告就其條件釋放處分所付之條件故意不遵守，有意違反保釋義務，或是未準時

到庭受審又或於保釋或釋放期間觸犯新犯罪。若被告因出於故意而構成上述行為，

統稱為「違保行為」。U.S.C.對被告依 18 U.S.C.§3142釋放後，所違反保釋或釋放

之相關規定為處罰，並依其違法行為區分法律效果。違法行為態樣得區分為：一、

被告於釋放後故意不到庭或不依約接受判決執行（18 U.S.C.§3146），二、於保釋

及釋放期間內再為犯罪（18 U.S.C.§3147），三、違反保釋條件（18 U.S.C.§3148）

445。 

     而對違保行為的法律效果，規範如下446：若被告故意不依約到庭或接受執行，

法官依法得撤銷其原先保釋處分，並簽發令狀逮捕被告到場；同時，被告拒不到庭

或逃避刑之執行行為，更構成單獨的刑事責任，即「違保潛逃罪（bail jumping）」。

當被告被指控原罪名得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者，棄保潛逃

得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被告被指控原罪名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犯

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如起訴其餘之重罪（felony）者，處

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所控為輕罪（misdemeanor）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科或併科罰金447。而對於保釋期間再為刑事犯罪者，除撤銷原有保釋及

釋放處分外，依 U.S.C.規定需加重刑責。如新犯罪為重罪，加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442

 陳瑞仁，防止大咖落跑的四張法網，蘋果電子報，2016 年 06 月 17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617/887221/（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5

日） 
443

 邱忠義，同前註 328，頁 6-7。 
444

 我國俗稱「棄保潛逃」只專對被告放棄保釋金而逃亡。而美國保釋制度複雜，除金錢保釋尚包含

諸多附條件釋放，故此處稱「違保」，統稱美國法下刑案被告違反釋放條件而逃亡或不到庭，以

此區別。 
445

 司法院研究年報第 30 輯刑事類第 4 編─偵查中羈押制度之研究，2013 年 12 月，頁 206-209。 
446

 王貞會，羈押替代性措施研究，2013 年 1 月，頁 130-132。 
447

 18 U.S.C. §314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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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輕罪，加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448
。未履行保釋及釋放條件者，檢察官可請求法

院撤銷原保釋或釋放處分，法院可修改或改訂更為嚴苛之條件或逕為羈押449，如經

證實被告確實違保，法官得再判處被告藐視法庭罪450。被告若接受金錢保釋或其他

含有經濟內容的釋放條件，而有逃跑、重新犯罪及違保行為，不僅要受到上述懲罰，

還要被沒收保釋金及擔保物。於美國法下為確保被告如期到庭受審，避免其逃亡或

擾亂他人及社區安寧，對於被告違保及拒絕庭與釋放期間再犯都施以單獨的刑事責

任
451。 

    U.S.C.對於被告保釋或釋放期間的違法行為依其型態皆有相應處罰，此外被告尚

會被另訴「藐視法庭罪」，藉此來達到使被告準時到場與接受執行的目的。但。反觀

我國防逃法制，以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10 條、第 111 條停止羈押之被告為例。依同

法第 117 條第 1 項：「停止羈押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命再執行羈押：一、經合

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場者。二、受住居之限制而違背者。三、 本案新發生第一

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四、違背法院依

前條所定應遵守之事項者。五、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被告因第一百十四條第三款之情形停止羈押後，其停止羈押之原因已消

滅，而仍有羈押之必要者。」對於停止羈押保釋被告於保釋期間，未遵守其法定到

場義務時，如仍有羈押可能性（即被告消極不遵守其法定到場或出庭的義務，但未

積極逃亡），該條規定，原則上法院依法應命再執行羈押，但亦僅此為限，對於被告

不到場、違背釋放條件之行為，並無再課以刑事責任。 

    但被告如已經逃匿，而事實上已難依第 117條第 1項為再行羈押時，該被告將

面臨同法第 118條：「具保之被告逃匿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沒入

之。不繳納者，強制執行。保證金已繳納者，沒入之。（第一項）前項規定，於檢察

官依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但書及第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命具保者，準用之。（第二項）」

依本條之規定，已潛逃被告現實上無法再為羈押執行，故被告所面臨之不利為益為

                                                      
448

 18 U.S.C. §3147（2017）.  
449

 18 U.S.C. §3148（b）（2017）.  
450

 18 U.S.C. §3148（a）、U.S.C.的藐視法庭罪推定於 18 U.S.C. §401（3）（2017）.我國法院組織法第

95 條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1 條雖同為藐視法庭罪，然該二規定性質上屬於「現在存在」（in presence）

妨害法院執行職務或不遵從法院法官的訴訟指揮權等行為所為之處罰，相當於美國「直接藐視法

庭罪」（18 U.S.C. §401（1））。故我國現行實務對被告違保行為仍無法課與法組第 95 條及家暴防

治法第 61 條。張明偉，同前註 369，頁 49-52。張君憶，論法院組織法違反維持法庭秩序之命令

罪，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 7 月，頁 12-18。 
451

 李剑非，同前註 354，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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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入或強制處分其繳納先前繳納之保釋金的財產損失。又本法第111條第3項規定：

「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制定

第三人代為繳納保證金制度。在現行法第 118條和第 111條第 3項規範底下，被告

（或受刑人）在停止羈押期間逃亡成功時，所遭受之不利益僅為財產權的減損，相

較於第 117條不遵行到場義務所面臨再為羈押之人身自由限制之剝奪，未免輕重失

衡，豈不更堅定了重罪被告逃亡的決心。 

    以上行文實定法解釋脈絡推得第117條及第118條法條操作後輕重失衡之結果。

然，自我國實務對第 118條之解釋，更可得一另筆者匪夷所思之解釋。最高法院 106

年台非字第 174號判決中
452：「…（一）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雖應以被告在逃

匿『中』，為其要件，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 118 條法條即明。申言之，被告固曾逃

匿，但既已經緝獲或自動到案接受執行，即不可再謂其仍在逃匿之『中』，而裁定沒

入具保人所繳納之保證金。又同法第 119 條第 1項規定：『撤銷羈押、再執行羈押、

受不起訴處分、有罪確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免除具保之

責任。』此所謂『有罪確定而入監執行』，乃指與該交保處分或裁定有關的『本案』

而言，並不包括無關之『另案』；換言之，被告縱因『另案』有罪確定、入監執行，

但就『本案』而言，具保人之責任，猶不生免除之問題。至於被告在另案入監執行

『期間』，於本案而言，因非下落不明、逃逸無蹤，難謂有『逃匿』情形，乃事所當

然，自與『本案』具保責任是否免除，分屬二事，不宜混淆。…」最高法院解釋第

118條第 1項，認其僅限「逃亡中」之被告；被告逃亡後，如經查緝或自行投案，

則非「逃亡中」，自無第 118條 1項之適用，不得沒入其保釋金。針對最高法院對第

118條第 1項限縮於「逃匿中」被告方式用之解釋，本文設想其所循法理應出自於

一事不二罰之法理。蓋被告逃匿失敗為查緝或自行投案後，有高度可能會面臨第 117

條之再行羈押，是為免被告同受羈押處分及保釋金沒入的不利益所做，最高法院出

發點可謂立意良善。但此操作同時也將促使了受自由刑或死刑判決的有罪被告（及

受刑人）逃亡的風險，設想假設被告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後而未予羈押，最高

法院對第 118條解釋，將成為其逃亡的誘因，蓋如逃亡成功，僅被沒入保證金（亦

有可能沒入第三人代繳保證金），自於權貴被告而言根本是比一本萬利的交易453。又

                                                      
452

 相同見解：最高法院 94 年台非字第 34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非字第 268 號、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非字第 336 號、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非字第 100 號、  高等法院 106 年台抗字第 1022 號裁

判意旨可參。 
453

 陳瑞仁，同前註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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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逃亡失敗，則至多面臨羈押處分（矧羈押期間亦可折抵刑期
454
），且保釋金在現行

實務下不再為沒入。在自由法益及財產法益的權衡下，停止羈押或裁定交保被告潛

逃之誘因大增。 

    我國並未如美國 U.S.C §§3146-3148相似規範，對於被告違保行為乃至於拒

不到場、拒不執行及保釋期間內再為犯罪等行為科以刑責，乃至於助長被告作成上

列違法行動的僥倖心態孳生。不僅受有罪判決被告逃亡狀況頻仍，被告也可能因此

蔑視國家公權力。是為杜絕現行法制成為停止羈押或交保被告逃匿之誘因，及有鑑

我國棄保潛逃行為本身嚴重損及司法形象並視國家公權力為無物，重損國家法益。

我國宜參照美國法制定棄保潛逃罪，透過刑事責任的課與，遏止受有罪宣告被告逃

匿的投機心態。        

第三項 結語 

     立法者基於人民的意志，將犯罪要件與其法律效果訂定於實體法中，國家藉由

刑事實體法的規定，取得了對行為人施以制裁的刑罰權。然誠如學者所述，徒法不

足致行，國家刑罰權的有效發動，需搭配實體法與程序法二者。蓋刑事訴訟法正是

確定並實現國家於具體刑事個案中對被告刑罰權的程序規範，使國家對被告得施以

合法的刑事責任，刑事訴訟的首要任務便在於獲得依實體法所做成合法正確的裁判

455。而在法院合法做成裁判後，刑事程序常被忽略的確保被告或受刑人接受制裁的

重要性。我國近年的刑事訴訟法改革建置上，愈發著重偵審程序的嚴謹、正當法律

程序的實現、與毫不馬虎的被告判決確定前無罪推定保障落實。但卻時有忽略到刑

事程序的進程，偵查、審判嚴謹的追求，都是為了要有效對被告施以合理的司法制

裁。當受刑人確實服刑並承擔其裁判應受之責後，方才完全終結了刑事訴訟的目的。

是國家偵審階段無論再嚴謹，若被告或受刑人逃亡而無法順利受國家制裁，則先前

的努力將付諸流水。因此，對於確保被告有效服刑及受國家制裁，向為我國司法程

序漠然處置的環節，對此立法者亟需於刑事司法程序中須加以重視並修法改善。 

    被告或受刑人逃亡之實務困難，肇因於刑事訴訟法上之規範漏洞。然刑事訴訟

                                                      
454

 刑法第 32 條之 2：「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第四十二條第

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數額。（第一項）羈押之日數，無前項刑罰可抵，如經宣告拘束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者，得以一日抵保安處分一日。（第二項）」 
455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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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一線性規範，程序與程序間環環相扣，前端程序的規範缺失將影響後階段執行

成效，而為求防堵被告逃亡，則有賴立法者修補各階段之缺失。其一為修正現行刑

事訴訟法第 312、313條規定，強制被告到場並廢除第 313條規範。其二，植基於被

告到場之前提上，修法增訂刑訴法第 374條之 1保全羈押制度：「被告經法院諭知死

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且未諭知得易科罰金或緩刑者，除有同法第 114條第 2款、

第 3款 5之情形外，法院於聽取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或得為被告輔佐之人陳述意

見後，認非予羈押，顯難確保刑罰之執行、上訴程序之進行或避免危害公眾或他人

安寧時，得羈押之。（第一項）被告經法院諭知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之外國人、雙重國籍者，應羈押之。

（第二項）檢察官得為第一項之聲請。（第三項）因本條第一項受羈押之被告或受刑

人，不適用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第四項。（第

四項）」第三、增訂即時抗告制度，賦予受羈押被告事後救濟途徑。最後參考美國

U.S.C. §§3146-3148增訂刑法違保罪及違保潛逃罪，削弱被告為保潛逃之投機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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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論：判決定讞後之防逃機制 

     在判決定讞之後，審理程序宣告終結，依刑訴第 456條：「裁判除關於保安處

分者外，於確定後執行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自此刑事程序轉進「執

行」階段。被告身分轉換成為「受判決人」（第 420條）或「受刑人」（第 468條）456，

被告、受刑人二者權利義務尚屬有間，於法規適用上亦有區隔
457。復判決確定後，

現行法制下並無再對受刑人為羈押處分之可能458，故為求確保遭裁判監禁刑或生命

刑宣告的受刑人確實接受執行，理論上除應由檢察官儘速傳喚受刑人到場接受執行

以外，現行法下對判決確定前未受羈押、或受其他羈押替代處分之受刑人應為如何

控管？現行管控制度有何缺失？是否有更為妥適的修法走向？是為本章所論述之重

點。 

第一節 防逃機制介紹 

    判決確定後對於所受判決主文為施以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生命刑且未受羈押、

戒治或感訓之受刑人，應如何避免其於受執行前逃逸？對此，現行實務操作由最高

法院、高等法院及法務部頒定「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最高法院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知最高法院檢察署辦理要點」及

「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即時通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啟動防

逃機制作業要點」處理，此三項作業要點合併築構起我國刑事執行階段的「防逃機

制」。最高法院、高等法院所頒定之二要點，乃係先行預設特定犯罪之被告有較高逃

亡可能性，故對於該等刑事案件判決結果，應於判決公告時告知刑之執行單位檢察

                                                      
456

 林鈺雄，同前註 68，頁 159。孫啟強，同前註 7249，頁 77-78。 
457

 在押被告的執行、管理及其於看所中之權利義務規範，適用「羈押法」；受刑人之執行、管理即

在監所中之權利義務規範，適用「監獄行刑法」，二者不同。又羈押法之目的在於實現羈押處分

目的，在於避免串證、滅證和保全程序；而監獄行刑法之立法目的依該法第 1 條所示，為「使受

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 
458

 國內多數見解皆羈押處分發動於判決確定之前，已如第三章所述。理由如下：一、於刑法第 37

條之 2 第 1 項：「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第四十二條第六項

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適用底下，判決後之羈押不得依法折抵裁判主文所定刑期。二、判決確

定後即轉執行程序，負責執行機關不應怠於進行其「監督執行」義務，而將不利益歸諸於被告身

上。三、受刑人除適用「監獄行刑法」外，尚適用「行刑累進處遇條例」。該條例就受刑人有至

關重大的影響。諸如，該條例規定按受刑人於監所中的舉止態度，評定其責任分數與進級（條例

第 20 條、21 條），責任分數與進級又將影響之刑期縮短與假釋（條例第 19 條、第 28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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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檢察署於接受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通知後，便於案件定讞時啟動「防逃機制」，

結合警政單位控管監視受刑人行動自由，達到預防受刑人逃亡之目的。 

第一項 《最高法院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知最高法院

檢察署辦理要點》 

    最高法院制訂本要點目的在於當社會矚目、重大刑案判決做成時，通知最高檢

察署使其知悉判決情形，以利執行（辦理要點第 1點）。此種「通知」可視為防逃

機制開啟的先行程序。而對於本要點所稱之「社會矚目、重大刑案」內容，依要點

第 2點所示如下：「二、本要點適用於經本院判決有罪確定，且被告未在押、在監、

戒治或感訓中之下列案件：（一）司法院訂頒『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

意事項』第二點第三項屬本院之重大刑事案件
459。（二）被告為縣（市）長級以上

                                                      
459

 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第二點：「二、下列案件第一審法院應認為重大刑事案

件，適用本注意事項審理之：（一）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之強制性交、猥褻等而致被害

人於死罪。（二）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之強制性交、猥褻等而故意殺被害人 

既遂罪。（三）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既遂罪。（四）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項

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既遂罪。（五）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之強盜結合罪。（六）犯刑法第三百四

十七條第一項之擄人勒贖既遂罪。（七）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項之擄人勒贖既遂而致人於

死或重傷罪。（八）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之擄人勒贖結合罪。（九）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之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既遂罪而數量達二百公克以上者。（十）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四條第二項之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既遂罪而數量達二千公克以上者。（十一）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罪而數量達二百公克以上者。（十

二）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以強暴等非法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毒品既遂罪。（十

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六條第二項之以強暴等非法方法，使人施用第二級毒品既遂罪。（十

四）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之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之罪，而栽

種數量達一萬株以上者。（十五）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一項之未經許可，製造、販

賣或運輸槍砲、彈藥既遂罪。（十六）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二項之未經許可，轉讓、

出租或出借槍砲、彈藥既遂罪。（十七）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三項之意圖供自己或

他人犯罪之用，而犯第七條第一、二項既遂罪。（十八）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或第三項之既遂罪。（十九）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七條之犯同條例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罪，而故意殺害被

害人或因而致被害人於死罪。（二十）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洗錢防制法、信

託業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信用合作社法、保險法、農業金融法等案件，被害

法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其他使用不正之方法，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或破壞社會經濟秩序，被

害法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二十一）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二

項、第三項之罪，或因行為人執行業務犯前述之罪，而依第五項之規定對法人或自然人科以罰金

之案件。（二十二）下列刑事案件，報經院長核定者：1.違反組織犯罪條例案件。2.以強暴、脅迫

或其他非法方法介入公共工程之案件。3.案情繁雜或社會矚目之貪污案件。4.案情繁雜或社會矚

目之賄選案件。5.其他認為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第一項）。第二審法院於前開案件經

第一審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犯罪手段殘酷，所生損害重大或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引起公眾關注，

或經第一審法院院長核定為重大刑事案件者，及第一審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之內亂罪、

外患罪、刑法第一百十六條之對於友邦元首或派至中華民國之外國代表犯故意傷害罪、妨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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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首長或中央、縣（市）民意代表。（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

法、洗錢防制法，或其他使用不正之方法，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或破壞社會經濟秩序，

被害法益合計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之重大金融犯罪案件。（四）經最高法院檢察署

函請本院通知判決結果之特定案件。（五）其他經承辦庭認為有通知必要之案件。」

最高法院對上述案件應於案件評議後，於判決主文揭示公告時，併以書面通知最高

法院檢察署，使其著手準備開啟防逃機制。必要時，並得以電話通知，但應作成電

話紀錄（辦理要點第 4點）
460。 

第二項 《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即時通知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 

    本要點之規範顧名思義在於高等法院就於審結重大刑案、與社會矚目案件時，

為免被告逃亡、落實執行，並於判決確定後即時啟動防逃機制，因而負有通知高等

檢察署461之義務，高等法院特頒佈本作要業點以茲作為院檢間聯繫的作業標準。本

作業要點中所定高等法院應即時通知高等檢察署之特定案件，規範於要點第 2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院審結被告未在押（監）或戒治中之下列案件：（一）司法院

訂頒『法院辦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審速結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第二項所列之重

大刑事案件。（二）被告具有下列身分之案件：1.縣（市）長級以上之政府正、副首

長。2.中央民意代表。3.縣（市）議會正、副議長。（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請

本院應即時通知之特定案件。（四）承辦合議庭認有通知必要之特定案件。」是當被

告所犯為作業要點第 2點所訂定之罪名時，承辦書記官應於辯論終結後將宣判日期

及裁判主文，即時以書面通知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於宣判後，若有新出（發）現

之情資，法官為必要緊急處分之同時，並應即時副知於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必要

時，得先以電話或傳真方式為之，但應製作電話或傳真紀錄存查（作業要點第 5點）

462。 

                                                                                                                                                              
罪者適用之（第二項）。 第三審法院於前開案件經第二審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宣告無罪而經檢

察官提起上訴者適用之（第三項）。」 
460

 李濠松，羈押與防逃實務現況，收錄於《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16 年 4 月 8 日，

頁 4-5。 
461

 曾韋禎，檢察署不冠名「法院」立院初審通過，自由時報電子報，2018 年 3 月 13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183373。 
462

 李濠松，同前註 460，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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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法務部《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介

紹 

     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就前文所揭之兩作業要點作成判決後，有鑑於該等案件有

開啟判決確定後防逃機制的必要，應即時將判決內容通知於最高檢察署或高等檢察

署。最高檢察署、高等檢察署獲悉判決內容時，於判決確定之後正式開啟對於受刑

人的人身自由監控。若稱前述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的二作業要點為防逃機制的先行

準備程序。判決確定後的「防逃要點」操作，就是案件定讞後保全被告到場執行的

重頭戲。對此，法務部於民國 94年制定「刑事案件確定判決執行聯繫作業要點」、

並於民國 105修正全文及名稱為「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內容針對受刑人判決確定後、執行前的行動自由監控方式為操作規範。 

第一款 立法理由 

    自民國 94年法務部頒佈「刑事案件確定判決執行聯繫作業要點」以來，歷經修

正後成今日所見的「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其所建立的

都是我國判決確定後的「防逃機制」。按民國 105年修正後的「防逃要點」第 1點所

示：「為加強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關對於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之聯繫，

特訂定本要點。」開宗明義表示防逃機制的啟動，在於藉由對於判決確定後受刑人

人身自由的管控，以此確保受刑人無潛逃規避國家刑責之虞。 

第二款 規範沿革 

    民國 93年 1月 8日法務部發函463發布「刑事案件確定判決執行聯繫作業要點」

全文六點，發布時施行。該號函釋透過訂定行政要點，加強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

關對於刑事確定判決執行案件之聯繫，作為刑事訴訟羈押處分之後續補救配套手段。

透過人身侵害較小的行政管制手段防止刑事案件被告逃亡，啟動機制與羈押處分環

節相扣，並作為羈押的替代措施之一。 

                                                      
463

 法務部（92）年法檢字第 092005313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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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4年，法務部再度發布函釋修訂 93年的防逃要點
464
，並重更其名為「防

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修正後之要點全文合計 8點。其後，有鑒於民

國 103、104年間，國內陸續發生重大政商罪犯為逃避司法制裁，諸如吳健保、廖秀

雄
465、李周全466、井樹華467（井天博）、羅福助等刑案被告相繼透過判決宣判後發監

執行前之空窗期潛逃。監察院於 104年 10月 14日通過調查報告與糾正案468，函請

司法院、法務部針對當時防逃機制為修正，法界學者及實務人士開始正視往昔常為

忽略的防逃機制及刑罰執行前法律真空的問題。自此，以監察院的糾正案為契機，

105年法界針對防逃機制羈押處分的改革風潮逐興。因應學說實務界的討論建議、

並回應監察院糾正案，105年年中，法務部再次發函修正自 94年起沿用的要點
469，

並將要點正式更名為「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第三款 防逃實務操作比較 

第一目 94 年「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壹 舊防逃要點規範介紹 

    民國 94年「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舊防逃要點」），

合計共八項要點規範。此八項作業要點於 105年法務部重新修正要點之前，奠定我

                                                      
464

 法務部（94）年法檢字第 0940803219 號函。 
465

 吳健保與廖秀雄二被告皆於偵查、審理期間，如實到庭，然其後卻於發監前夕逃亡。辛啟松、李

恩慈，假球案發監 吳健保落跑了，蘋果電子報，2014 年 10 月 1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1001/36117815（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25 日）、吳昇

儒、林嘉東、張筱笛、林欣漢，前國民黨瑞芳鎮長廖秀雄 入獄前潛逃中國，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5 年 4 月 28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75540（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25

日）。 
466

 李周全有逃亡泰國事實，逮捕歸案後偵查期間雖收押，然起訴後審理時法院逕予交保釋放。陳志

賢，李周全吸金 2.6 億判 8 年落跑 檢拘提未到近日通緝，中時電子報，2016 年 7 月 23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723003173-260402（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25 日） 
467

 井案被告曾任檢察官，後觸犯貪汙治罪條例及洩密等罪。公訴檢察官於一審審理期間，提出被告

涉嫌貪汙犯罪情節重大、審判期間更改姓名、多次離境紀錄、多筆外國金融帳戶、及家人身具雙

重國籍等事由聲請羈押，法院駁回羈押聲請以 500 萬元新台幣裁定交保。然被告於 104 年 11 月

12 日判決確定前即逃匿無蹤。 
468

 王美玉、仉桂美，105 司調 0011 調查報告，2016 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cy.gov.tw/sp.asp?xdURL=./di/RSS/detail.asp&ctNode=871&mp=31&no=4975（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1 月 25 日） 
469

 法務部（105）法檢字第 10504513890 號函。 

DOI:10.6814/THE.NCCU.LAW.014.2018.F10 



 

158 
 

國十餘年來「防逃機制」。此外，企求防堵刑事案件被告逃亡目標之時，尚仰賴於第

一線實務工作者即檢警單位經驗的累積與實際的執行。舊防逃要點規範下，針對適

用防逃機制的刑事案件限制為「嚴重侵害國家或社會法益或於社會治安、經濟秩序

有重大危害之刑事案件」（以下簡稱特定刑事案件）。但對於適用時段並無限制，於

偵查、審理期間及執行前如認被告有逃匿之虞者，即應層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

長（舊防逃要點第 2點第 1項）。前項層報於檢察總長的特定案件，交由總長審核後，

認有必要者，應將案件建檔列管，並得指示相關檢察署檢察長，確實掌握該案件於

偵查及各審級審理終結之情形，並定期提報偵查、審理進度。依案件性質，認宜由

指揮偵辦之檢察署自行辦理者，不在此限（舊防逃要點第 2點第 2項）。 

    指揮監督防逃機制進行主體得為依舊防逃要點第 3點組成之專案小組，亦可能

由檢察總長交付檢察署檢察長為之（舊防逃要點第 3點
470），但現實運作之執行主體

通常是交由各轄區司法警察負責（舊防逃要點第 3、5點）。執行手段按舊防逃要點

第 4點471負責之專案檢察長得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派員對前開刑事案件被告，就無隱

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進行必要之觀察及動態掌握，並隨時向檢察

官報告觀察及動態掌握情形（舊防逃要點第 5點第 1項）。司法警察機關依照觀察報

告及動態掌握結果認為監控對象確有逃亡之虞時，指揮防逃程序之主體得採行何種

預防手段？依舊防逃要點規範，司法警察機關應即報請指揮專案之專案檢察官為適

當處分（舊防逃要點第 5點第 2項）。前開專案檢察官依第 5點之觀察及動態掌握結

果，認被告確有逃匿之新事證時，應報請檢察長，適時由承辦檢察官為限制出境或

向法院提出聲請羈押，或由公訴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聲請羈押、限制出境或其他經法

院認為適當之強制處分（舊防逃要點第 7點）。此外，針對受刑事確定判決之受刑人

有刑事訴訟法第 76條第 1款及第 2款之情形時，應即依刑事訴訟法第 469條第 1

項規定，簽發拘票指揮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逕行拘提；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84

條之規定通緝（舊防逃要點第 8點第 1項）。 

    上述為修法前之舊防逃要點之作業流程，惟實際操作後可見早期防逃要點規範

密度不足之處，仍有賴於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自行頒定之辦理要點，建立更精緻的

                                                      
470

 民國 94 年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三點：「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為防範前點第

二項特定刑事案件被告逃匿，得邀集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法務部調查局

局長、國防部憲兵司令部司令及指揮偵辦之檢察署檢察長共同組成專案小組辦理之。但案件宜由

指揮偵辦之檢察署辦理時，得由該檢察署檢察長召集轄區之司法警察機關辦理之。」 
471

 民國 94 年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四點：「一、二審檢察署檢察長得指定專案檢察

官專責辦理防範前開特定刑事案件被告逃匿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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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要點，故實務運作和舊防逃要點的規範仍存有某程度上不一致
472
。修法前實務

操作為在特定的重大案件於訂定宣判期日後，通知對應之最高法院檢察署或高等法

院檢察署，依序陳轉辦理地方法院檢察署，最後交由檢察署或警察局執行防逃。實

務執行時之所以得不全然依循防逃要點之規定，蓋因該要點設有概括條款，交由個

案辦理
473。 

 

 

 

 

 

 

 

 

 

圖表 1 修法前實務操作防逃要點流程
474
 

貳 舊要點時代下的實務困境 

    防逃機制作為保全國家刑事執行的最後手段，在實務運作有截堵被告逃逸之迫

切性。然而，防逃機制並未如羈押處分規範於刑事程序法內，其於法體系上歸屬於

行政規則，因此產生防逃機制執行效力的侷限。是近年屢次重案被告逃亡的結果，

不單顯示羈押處分法制存有缺失，也凸顯了防逃機制的實務運作上的困窘。舊防逃

要點下的成效不彰，間接促使了 105年修法。此沿用近十年之久的防逃要點不足之

處所在為何、以及在實務具體執行上的困境何在？將重大影響防逃機制的未來走向。

以下行文自 94年防逃要點缺失出發為反思： 

一. 執行缺乏強制力 

    防逃機制開啟程序規範，為法務部制定行政要點，還包括各院、檢自行制定之

                                                      
472

 林輝煌、陳嘉昌、李濠松等，羈押與防逃，月旦法學雜誌，第 256 期，2016 年 9 月，頁 146。 
473

 林輝煌、陳嘉昌、李濠松等，同前註 472，頁 145。 
474

 李濠松，羈押與防逃實務現況，收錄於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16 年 4 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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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要點。惟行政單位所制定之要點，因非屬法律位階，按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

釋理由書執行手段不得施以強制力干預人民基本權。是 94年防逃要點中對於被告或

受刑事確定判決受刑人監控手段，僅限於目視觀察及動態掌控。易言之，所謂的防

逃機制並無任何限制被告行動自由之強制力，如被告蓄意躲避追緝亦非難事。另依

司法警察單位指出，實務運作上也可能請求被告主動為通訊動態通知，即請求被告

主動配合，但被告並無配合之義務，如被告或其家屬拒不透漏被告行蹤，便可能形

成防逃機制的漏洞。要求受刑人積極為行蹤告知或配合的防逃措施，防君子而不防

小人，成效仍然有限
475。 

二. 龐大人物力成本 基層警力大量消耗 

    防逃機制大都由原移送機關負責協助執行，有時也要求被監控被告所在轄區警

察單位協助監控。司法警察的監控方式則是透過一日三班的目視蹲點觀察，因此若

一日 24小時分三班輪替監視，每班至少一人，則各轄區單位一日至少需派遣三人以

上專職看守受監控人。若受監控人有所移動或是其住區有前後門，則每日又需派出

人數須以倍數增加。加上多數開啟防逃機制的案件多為重大刑事犯罪監控對象案情

往往重大複雜，且偵查審判程序冗長，故以人數乘以監控天數計算，防逃要點執行

上所需耗費之人力成本十分驚人，更隱藏著警力耗費和排擠其他勤務執行時間的潛

在風險。 

    以民國 99年間對刑案被告王○麟進行監控之實務報告為例，針對一位被告的行

動監督，執行時間耗時三個月，參與防逃監控的人力高達 2160人次，經費支出更高

達 400餘萬元，其所動用人力物力所付出的成本與成效明顯失衡。再以民國 104年

單一年度對於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的防逃人物力成本來看，當年警政署監控總人

數 37人，使用警力 11萬 4687人次，光是執行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案件，就使用

警力 7800人次！防逃機制所付出的成本，令人咋舌476。對此，監察院在糾正法務部

之調查報告477中更直白表示：「二、法務部放任各檢察機關未經檢察總長審核，逕依

最高法院及高院審結刑事重大案件之通報機制，濫行啟動防逃機制，導致防逃案件

                                                      
475

 張永呈，警察機關協助執行防逃之實務現況，收錄於「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16

年 4 月，頁 11。 
476

 盧禮賓，防逃監控警署 1 年警力 11 萬 4687 人次 光陳水扁占 7800 人次，上報，2017 年 4 月 3 日）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4637&fb_comment_id=1452396268165282_1452635971

474645#f3749511df19984（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 月 25 日） 
477

 仉桂美、王美玉，監察院調查報告，2016 年 11 月 9 日，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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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加，第一線辦案之檢警調人員不堪負荷，嚴重排擠治安能量，並影響有啟動

防逃必要案件之執行成效，核有違失。」鑑此，105年 4月修法時，減縮防逃監控

的開啟降低當中的人物力成本成為修法目標之一，自新的防逃要點第二點之立法理

由中可得知，透過適用時段的減縮及案源限制，客觀而言確實能達到減少防逃成本

之目標
478，避免不合比例的人物力支出479。 

三. 防逃成效不彰 

    受防逃機制監控之受刑人，事實上雖受防逃機制監控，但因負責監控偵查輔助

機關未被授予強制力，任何侵擾至受刑人基本權利之行為皆不為容許。客觀上，受

監控之受刑人行動仍然自由，可自由進出公共場所，所以蓄意逃脫來躲避監控並非

難事。總體而言，防逃機制近十年來之所以飽受非難，最大的問題歸結於前述之執

行手段效力薄弱。其二則為防逃機制與刑事訴訟法之銜接落差，造成刑事訴訟法上

所之漏洞仍然存在於防逃要點中，使防逃機制雖有高尚的立法目的，實際運作上各

規範卻形同具文。但在舊要點適用時期可以發現實務運作有趣情況，在民國 105年

修正防逃要點之前，舊要點適用範圍擴及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假設在舊法情形下，

承辦檢察官或專案小組發現審判期間或待執行期間被告（受判決人）有逃亡之虞， 

檢察官得於審判中及判決確定後向法院聲請羈押聲請或其他合宜的處分，此為舊要

點時期唯一明文承認審判中檢察官羈押聲請權之要點。縱然在要點於民國 105年修

正之後已無類此規範，但卻也應證了檢察官身為偵查主地位，對於被告及證據的了

解自比法院更為熟稔，是審判中賦予檢察官羈押聲請權有其必要。舊要點時代之問

題暫且擱置不論，回頭檢視現行新要點規範，按現行防逃要點第 6條之規定，檢察

官就執行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處獲悉受刑人有逃亡之虞後，所得為處分行為依防

逃要點第 6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469條之規定，得以將於逃受刑人「拘提」或「通緝」

480，並於拘捕被告後再為刑之執行。就此操作流程也凸顯出了執行實務的一大問題，

在於現行法下判決宣示期日至判決確定前在到執行前的規範缺漏，如得透過保全羈

押制度填補宣判到判決確定的被告人身自由控管漏洞，在於判決確定時的盡速執行，

便可降低防逃要點的迂迴規範，減少人物力成本支出。 

                                                      
478

 張永呈，警察機關協助執行防逃之實務現況，收錄於《羈押與防逃》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16

年 4 月 8 日，頁 11-12。 
479

 張永呈，同前註 478，頁 12。 
480

 張明偉，同前註 32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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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105 年「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因應監察院於 104年 10月作成糾正案，隔年 4月 20 日法務部檢察司發函修正

94年防逃要點，名稱並修正為「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防逃要點」），內文合計六點。105年法務部所頒訂之要點大幅改革 94

年後所沿用舊防逃要點，是為防逃機制修正歷程上之一大變革。其一、在新法規範

適用下，防逃機制的啟動限於經法院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

且有事實足認該受刑人有逃匿之虞者（防逃要點第 2點）。防逃機制程序適用時段更

為限縮
481，發動僅限於「判決確定」的案件，而發動的時段限定於判決確定後、執

行前。其二、特定刑事案件開啟防逃程序之審核，不需如舊法之規定層報於檢察總

長審核。在新法底下，開啟程序為最高檢察署或臺灣高等檢察署接獲法院通知特定

案件之宣判結果後，應即轉知該案指揮執行之檢察署（防逃要點第 3點
482）。其三、

程序開啟後指揮監督的主體，不再透過專案小組的組成。而是由上級檢察署依前點

轉知之檢察署檢察長得指定檢察官辦理防範特定刑事案件受刑人逃匿之相關事宜

（防逃要點第 4點483）。 

    粗略而言，民國 105年法務部大幅修正防逃要點，核心概念在於「壓縮」防逃

機制的適用，由前述新法中對於本要點適用時點（判決確定後、執行前）、適用案件

和執行主體的限縮（舊法第 3點刪除）都可見此操作。法務部就壓縮防逃機制的態

度於 105年防逃要點修正總說明中也有所說明。其認，現行的防逃要點效能薄弱、

檢警單位就被告或受刑人所為監控手段受限，成效不彰。是判決確定前如得以羈押

保全被告，卻再行啟動防逃措施，無異捨近求遠。 

                                                      
481

 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二點立法理由（節錄）：「關於於判決確定後之

確保執行，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尚不完備，為彌補此一缺漏，仍有必要由檢察官視情形指揮司法

警察機關派員對該受刑人為一定行蹤掌握。然考量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關資源有限，若不問案

件種類、性質，一經判決確定即啟動本要點之防逃機制，恐仍不免使人力未能有效運用。…」 
482

 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三點立法理由：「現行實務防逃機制之啟動，

係由最高法院或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分別依『最高法院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

知最高法院檢察署辦理要點』及『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即時通知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通知最高法院檢察署或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後，依

次轉達所屬檢察機關辦理，故修正本點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或臺灣高等法院暨分院檢察署受通知後

轉知該案指揮執行之檢察署，以符實際。」 
483

 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四點立法理由：「一、檢察長基於檢察一體，

本得指定檢察官辦理特定案件，現行規定之『專案』、『專責』應無必要，爰予刪除。二、因本要

點修正後，限於判決確定後案件，爰將『被告』修正為『受刑人』，又檢察長指定檢察官依本要

點辦理相關事宜之案件，係指第二點所指特定刑事案件，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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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防逃要點評釋 

     刑事程序中保全程序措施，學理實務上的討論向來多著墨於羈押處分，相對於

羈押處分防逃機制就是時為忽略的後端呈端程序。然不可諱言的是，在現行法下羈

押處分終究有其極限（判決確定前方得適用且並未所有被告皆為保全羈押，難保無

漏網之魚），是防逃機制仍有其無法替代及割捨的功能地位。然而近年來，被告或受

刑人於接受執行前亡命海外案例漸長，除肇因於審判、執行期間出現規範斷層外，

對於防逃機制的成效不彰，同為原因之一。防逃要點之制定，不論為修法前、修法

後，都帶著一種「補破網」性質存在，作為刑事訴訟法羈押處分的後位措施，透過

刑訴羈押及防逃一層層的防護網截堵被告逃亡之可能性。但實際執行上卻可能發現，

此類後位的防逃措施，反而可能成為實務法官、檢察官怠為做成羈押處分的推託之

辭。又防逃要點有其執行效力上之侷限性，形成以破網捕破網的結果。再者，承前

所述羈押處分在現行法上有其立法上之缺漏及盲點，而新修法之防逃要點雖有配套

修法，然其成效如何仍有待未來觀察。 

第三節 修正建議 

第一項 保全羈押降低防逃機制開啟 

    前文所述，針對確保被告到場執行之保全機制，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隨程序推進

而有所別。判決確定前，羈押作為最有效保障程序之手段；而判決確定後，以羈押

處分限制受刑人長期人身自由再無必要，因此對於宣示判決後未受羈押處分之被告，

當認定其有逃亡之虞時，由法院通報檢察署，開啟「防逃程序」。然，現行的防逃要

點於操作上的桎梏，已如前段所提及。是管見所認，判決確定後的防逃機制未來的

改革，應適時結合前章保全羈押程序的修法與實行藉此防杜被告或受刑人逃亡的旨

趣。 

    現行判決定讞後的防逃機制，依「最高法院受理社會矚目、重大刑事案件判決

後通知最高法院檢察署辦理要點」與「臺灣高等法院審結刑事重大、社會矚目案件

通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作業要點」中，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就所犯

為「特定案件」且未在押、未戒治之被告審理程序進行至「辯論終結或宣判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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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通知檢察署開啟防逃機制。查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為此要點之目的，應在於儘速

通知檢察署，令其有備妥先行程序後於判決確定後即時啟動防逃監控，避免被告逸

脫罰責。然而，於辯論終結或判決宣示期間至判決確定至少有十日間隔484，此間防

逃機制無處發動，形成赤裸裸的防逃漏洞。若將來修法採納於刑事審判程序中強制

被告宣判期日在場、宣判日保全羈押審查，併就所犯為長期監禁刑、生命刑且有逃

亡可能性之受刑人予以裁定保全羈押。將得有效達到保全程序目的，並得節制防逃

機制的後端程序使用機會，避免司法資源虛耗。 

第二項 判決確定後的儘速執行 

    如被告於判決宣示期日受到法院宣告保全羈押處分，則於上訴期間屆滿、判決

確定之時，因該受刑人有潛逃之虞，為避免夜長夢多，檢察官應就該名被告先為執

行。在現行實務下，對於判決確定前受羈押之被告，原則上法院不開釋票，而是於

案件確定後，由法院直接發函檢察署執行科確定移送執行的函，連同人犯跟卷宗都

送至檢察署，由檢察署執行科發監執行。在修法增訂保全羈押後，被告逃亡之期段

將為填補，將可有效確保被告確實執行機率，並有效減少防逃機制啟動
485。 

    設未來我國立法採納保全羈押制度，也難以百分之百確保於宣判期日未受保全

羈押宣告之被告或受刑人絕無再為萌生逃亡之可能，是故現行防逃機制仍有其存在

之必要。復依「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第 6點規定下，

就拘提到之受刑人檢察官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69條第 1項規定拘提後立即發監執

行。  

                                                      
484

 刑事訴訟法 349 條：「上訴期間為十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

效力。」 
485

 孫啟強，同前註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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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為達成刑事法律目的須為多方考量，並應關注刑事程序偵查、審判及執行階段

之間的銜接關係，程序階段密不可分各階段法規彼此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

執行階段方為刑事程序的終結不可忽略。故本文雖為防止被告逃亡羈押規範為檢討，

實際上卻涉及了諸多刑事法律議題的探究及分析。其一，當希冀透加強羈押制度對

於防止逃亡的效能，以達成對於保全刑事程序的目的時，首要檢視者為羈押處分在

憲法上的發動限制，當中於羈押處分存有顯而易見衝突者，在於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條文文字與羈押制度本身重新詮釋與解套。對此本文認為，羈押制度與無罪

推定原則並無本質上的衝突矛盾，在無罪推定的要求下當檢察官依法承擔起舉證責

任並客觀的依證據所示事實向法院聲請羈押，法院或法官亦依當事人所陳證據達到

予以羈押的心證程度時，對於被告施以羈押處分即無違無罪推定的核心價值。是現

行法不應囿於第 154條文字規範，而認為確定判決前一律禁止被告處以不利處分，

此間已觀我國對於刑訴法中無罪推定的成文規範，存有比我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不連貫的誤解。 

    其二，在對無罪推定與羈押處分的互動關係予以釐清後，便轉進實定法修正檢

討。現行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3款將被告有逃亡、逃亡之虞作為法定羈押事

由，看似已透過羈押此種最為嚴重的干預處分發動來達到保全程序目的實現。然實

則在法規範及現實面上，實務運作對於即時或在審判最終之實將有逃亡之虞被告潛

逃之成效卻極為不彰。原因之一在於宣判期日空虛化，判決宣判日被告無庸到庭造

成宣判期日流為法官「空談」，對於不到場之被告難以進行羈押。基此，出於對於審

判程序司法儀式性的尊崇以及防逃目的的實現，原則上應強制被告於判決宣判日到

庭。並以被告判決宣判期日強制到庭為契機，參照美德日三個國家對於杜絕被告潛

逃破壞國家刑罰權的相關法制，增訂宣判期日裁定羈押的「保全羈押機制」來殷實

刑事程序的防逃功能。 

    整合本文所提之論點，愚見參照多位學者及實務人士見解後提出基於保全程序、

防止被告逃亡的修法建議： 

一、修正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為：「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前，推定其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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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確定二字，以杜爭議。並以法官依證據所示形成被告有罪心證時點，作為無罪

推定適用之終結，並符合國際趨勢。 

二、刪除刑事訴訟法第 312條、第 313條，宣示判決程序回歸審判程序，並相同適

用直接審理原則。 

三、增訂刑事訴訟法第 374條之 1：刑事訴訟程序各階段環環相扣，前階段的規範

錯誤，將導致後階段程序操作困難。鑑此，緊扣前文第二章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1項修正及前文刪除同法第 312、313條為前提，本文建議新增刑事訴訟法第 374條

之 1：「被告於宣判期日經法院諭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且未諭知得易科罰金

或緩刑者，除有同法第 114條第 2款、第 3款情形外，法院於當場聽取檢察官、被

告、辯護人或得為被告輔佐之人陳述意見後，認非予羈押，顯難確保刑罰之執行、

上訴程序之進行或避免危害公眾或他人安寧時，得裁定繼續羈押或羈押之。（第一項）

被告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之外國人、雙重國籍者，得裁定繼續羈押或羈押之。（第

二項）本條第一項、第二項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無羈押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

付、限制住居或為其他處分。（第三項）檢察官得為第一項之聲請。（第四項）因本

條第一項受羈押之被告，不適用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第四項。（第

五項）」本條為保全羈押制度法制，要求法官（院）於第二審判決宣判時同時審查被

告應否施以保全羈押。本文之所以保全羈押制度獨立於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之外，

因刑事司法第二審為事實審終結，原則上已無再為勾串共犯及偽證、滅證之嫌，其

權利義務與因第 101條第 1項各款之被告仍屬有間，故獨立規範之。 

四、強化羈押制度之法制配套，除了就落時防止被告逃亡之羈押制度修改外現行羈

押制度仍有其不足之處，為求保全羈押制度的有效合理運行，合宜妥適的羈押事前

事後配法法制的建立為基本。故本文亦提出「賦予檢察官審判中羈押聲請權」討論、

修法增訂刑事訴訟法「羈押即時抗告制度」與並參考美國法增訂刑法棄保潛逃罪作

為完善羈押法制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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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附表一：高院刑事第二審及地院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通緝報結人數占有罪人數

比例 

資料期間：100年 1月至 105年 12月 

                                   單位：人；%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總計 

有罪人數(A) 108,724 1,029,980 

通緝報結人數(B) 93 17,346 

通緝報結比例(B/A*100%) 0.09 1.68 

100年 

有罪人數(A) 21,416 170,523 

通緝報結人數(B) 23 2,917 

通緝比例(B/A*100%) 0.11 1.71 

101年 

有罪人數(A) 19,768 164,053 

通緝報結人數(B) 11 2,873 

通緝報結比例(B/A*100%) 0.06 1.75 

102年 

有罪人數(A) 18,576 163,917 

通緝報結人數(B) 13 2,863 

通緝報結比例(B/A*100%) 0.07 1.75 

103年 

有罪人數(A) 17,284 176,876 

通緝報結人數(B) 10 3,174 

通緝報結比例(B/A*100%) 0.06 1.79 

104年 

有罪人數(A) 15,985 176,571 

通緝報結人數(B) 16 2,762 

通緝報結比例(B/A*100%) 0.10 1.56 

105年 

有罪人數(A) 15,695 178,040 

通緝報結人數(B) 20 2,757 

通緝報結比例(B/A*100%) 0.13 1.55 

資料提供：司法院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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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表二：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科刑且通緝報結案件統計 

項目別 

 

 全部終結案件人數 通緝報結案件 

人數 ％ 

102年 167,801 22,926 13.7 

103年 188,866 26,067 13.8 

104年 182,932 25,452 13.9 

105年 180,909 26,457 14.6 

資料提供：法務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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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表三：地方法院刑事訴訟第一審案件被告通緝報結之罪名別 

地方法院刑事訴訟第一審案件被告通緝報結之罪名別 

資料期間:102年至 104年 

    
單位:人 

被告罪名 總計 102年 103年 104年 

計 8,799  2,863  3,174  2,762  

妨害公務罪 32  9  13  10  

妨害投票罪 1      1  

脫逃罪 1      1  

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罪 7  2  1  4  

偽證罪 29  6  15  8  

誣告罪 13  3  5  5  

放火-燒燬建築物及住宅 9  3  3  3  

失火-燒燬建築物及住宅 1    1    

妨害衛生 1      1  

不能安全駕駛 315  88  97  130  

肇事致人死傷逃逸 110  40  34  36  

妨害交通安全其他 10  5  4  1  

偽造貨幣罪 2  1    1  

偽造有價證券罪 103  24  44  35  

偽造變造私文書 357  111  162  84  

偽造變造公文書 87  25  32  30  

偽造變造特種文書 5  2  1  2  

公文書不實登載 4  1  2  1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80  20  45  15  

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 7  2  1  4  

偽造盜用印文或署押 14  8  3  3  

偽造盜用公印或印文 3  2  1    

強制性交猥褻 124  41  39  44  

強制性交猥褻之殺人或重傷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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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意圖營利性交猥褻 30  10  11  9  

製造散佈持有陳列猥褻文字

圖畫物品 
2  1  1    

妨害風化其他 2    1  1  

妨害婚姻及家庭罪 19  11  4  4  

單純賭博 14  1  10  3  

供給賭博場所等賭博 24  8  12  4  

殺人既遂-普通殺人 9    9    

殺人未遂-普通殺人 28  10  9  9  

一般過失致人於死 1      1  

交通業務過失致人於死 2    2    

交通一般過失致人於死 16  6  6  4  

其他業務過失致人於死 5  4  1    

重傷害 10  5  3  2  

傷害致死 5  2  2  1  

交通業務過失傷害 15  7  6  2  

交通一般過失傷害 103  25  27  51  

其他業務過失傷害 1  1      

傷害罪其他 232  58  73  101  

遺棄罪 4  2  2    

剝奪行動自由 73  34  24  15  

強制罪 40  11  21  8  

恐嚇危害安全 64  15  26  23  

侵入或滯留 5  2  1  2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17  1  5  11  

妨害秘密罪 4  1  2  1  

普通竊盜竊佔 497  155  191  151  

加重竊盜 626  205  223  198  

強盜罪 48  8  2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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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奪及海盜罪 32  7  15  10  

普通侵占 94  21  32  41  

公務公益侵占 2  1    1  

業務侵占 144  53  48  43  

侵占遺失物 4    1  3  

一般詐欺 965  291  353  321  

常業詐欺 2  1  1    

背信罪 18  6  6  6  

重利罪 20  6  9  5  

恐嚇取財罪 91  31  32  28  

擄人勒贖罪 6  6      

贓物罪 48  22  16  10  

毀棄損壞罪 32  15  11  6  

妨害電腦使用罪 3    1  2  

貪污治罪條例 17  7  2  8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27  9  10  8  

違反電信法 4  1  2  1  

懲治走私條例 4  1  2  1  

違反森林法 65  25  23  17  

違反漁業法 1  1      

違反毒品危害妨制條例-製

造、運輸、販賣 
577  202  190  185  

違反毒品危害妨制條例-施

用 
2,692  952  948  792  

違反毒品危害妨制條例-其

他 
147  47  57  43  

陸海空軍刑法 4    3  1  

違反電業法 3  3      

違反就業服務法 6  1  3  2  

違反各種稅法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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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院，強化防逃制度—刑事被告通緝人數與罪刑分佈， 

2017 年 5 月 25 日， https://justice.president.gov.tw/meeting/52（最後瀏覽日：2017 年 10 月 1 日） 

違反菸酒管理法 5    4  1  

違反國幣懲治條例 2  1  1    

違反醫師法 2  2      

偽藥 72  16  28  28  

違法重製罪 37  15  19  3  

移轉所有權或公開陳列持有

侵害著作權 
3  2  1    

公開上映或改作出租侵害著

作財產權 
4  2  2    

違反公平交易法 2  2      

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1      1  

違反兩岸關係條例 51  8  20  23  

違反公司法 9  4  2  3  

侵害他人商標罪 2    1  1  

販賣陳列輸出入仿冒商標罪 5  2  1  2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28  43  43  42  

違反銀行法 26  12  5  9  

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 
15  9  3  3  

其他 211  57  82  72  

說明:1.本表係內部資料，未對外公開486。 

2.本表依被告涉犯最重罪列計。 

3.依「民刑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 69點第 6款略以，被告經通緝滿 3

個月得報結，或未滿 3個月，但同案其他被告已經審結，通緝被告得隨同報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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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四：法務部頒定「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

正規定對照表 

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九十三年一月八日

函頒，曾於九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修正。然依本要點規定，僅能由司法警察機關派

員對監控對象之外部公開活動進行目視觀察及行蹤掌握，既無法監控該對象室內隱

私活動或以其他通訊監察方式為之，更無權要求對象透露行蹤，是受監控者如蓄意

逃脫，極為容易，因此自適用以來，徒然耗費龐大人力、物力，效果卻甚為薄弱，

再者，判決確定前之偵查、審理階段，對「確保追訴」及「確保審判」，刑事訴訟法

第九十三條、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均已分別規定，檢察官偵查或法院

審理期間，如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者，自應分別依上開規定由檢察官聲請或由法院依

職權羈押，即能斷絕被告逃亡可能，而非捨本逐末，啟動耗損資源而無實際效果之

防逃機制，次以 適用防逃機制之案件不宜浮濫，考量經法院判處重刑者其逃亡動

機相對較高，故修正限於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始適用本要點

，又符合此條件時，尚須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審酌個案具體情形，於認有確保執行

之必要時，始調度指揮司法警察進行行蹤掌握，期能使司法警察機關人力有效集中

、避免無謂虛耗，爰修正本要點，並將名稱修正為「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刑人

逃匿聯繫作業要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刪除本要點有關偵查、審理期間適用防逃機制之規定。 

二、修正適用本要點案件限於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且該受

刑人有逃匿之虞者，始有適用。（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現行實務防逃機制之啟動，係由最高法院或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通知最高法

院檢察署或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後，層轉所屬檢察機關辦理，爰予修

正，以符實際。（修正規定第三點） 

四、除符合案件類型之要件外，指揮執行之檢察官應於認有確保執行之必要時，始

調度指揮司法警察進行行蹤掌握。（修正規定第五點）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防範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

刑人逃匿聯繫作業要點 

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

作業要點 

判決確定前之偵查、審理

階段，對「確保追訴」及

「確保審判」，刑事訴訟法

第九十三條、第一百零一

條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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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別定有明文，檢察官

偵查或法院審理期間，如

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者，自

應分別依上開規定由檢察

官聲請或由法院依職權羈

押，是僅於判決確定後，

為確保該受刑人之到案執

行，始有本要點之適用，

爰修正本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加強檢察機關及司

法警察機關對於防範

刑事判決確定案件受

刑人逃匿之聯繫，特訂

定本要點。 

一、為加強檢察機關及司

法警察機關對於防範

刑事案件被告逃匿之

聯繫，特訂定本要點。 

按刑事訴訟法對判決確定

前之偵查、審理階段，就

「確保追訴」及「確保審

判」已以第九十三條、第

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一

條之一定有明文規定，故

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期

間，如認被告有逃亡之虞

者，自應分別依前開刑事

訴訟法規定，由檢察官聲

請或由法院依職權羈押，

被告即無逃亡可能，是僅

於判決確定後，為確保該

受刑人之到案執行，始有

本要點之適用，爰增列「判

決確定」等文字，並將「被

告」修正為「受刑人」。 

 二、一、二審檢察署檢察

長對於嚴重侵害國家

或社會法益或於社會

治安、經濟秩序有重

一、 本點刪除。 

二、 本次修正後，本要點

適用範圍僅限於判決

確定後之案件，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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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危害之刑事案件

(以下簡稱特定刑事

案件)，於偵查、審理

期間及執行前認被告

有逃匿之虞者，應即

層報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總長。 

前項案件經最高

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審核後，認有必要

時，應將案件建檔列

管，並得指示相關檢

察署檢察長，確實掌

握該案件於偵查及各

審級審理終結之情

形，並定期提報偵

查、審理進度。但依

案件之性質，認宜由

指揮偵辦之檢察署自

行辦理者，不在此限。 

符合現行防逃機制運

作實務，即均係由最

高法院或臺灣高等法

院及其分院分別依

「最高法院受理社會

矚目、重大刑事案件

判決後通知最高法院

檢察署辦理要點」及

「臺灣高等法院審結

刑事重大、社會矚目

案件即時通知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啟動防

逃機制作業要點」通

知最高法院檢察署或

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

院檢察署後，依次轉

達所屬檢察機關辦

理，爰配合將本點刪

除。 

二、適用本要點之案件，

指經法院判處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確定，且有事實

足認該受刑人有逃匿

之虞者（以下簡稱特定

刑事案件）。 

 一、本點新增。 

二、 關於於判決確定後之

確保執行，現行刑事

訴訟法規定尚不完

備，為彌補此一缺

漏，仍有必要由檢察

官視情形指揮司法警

察機關派員對該受刑

人為一定行蹤掌握。

然考量檢察機關及司

法警察機關資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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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若不問案件種

類、性質，一經判決

確定即啟動本要點之

防逃機制，恐仍不免

使人力未能有效運

用。另參酌「檢察機

關辦理重大刑事案件

注意事項」第二點所

列案件，法定本刑多

屬十年以上之罪，且

一般經判處重刑者，

有較高之逃亡動機，

爰於本點規定適用本

要點之案件，以法院

判決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不以單一宣告刑

為限，若宣告之多數

刑雖均未達十年，然

經法院合併定應執行

刑達十年以上者，亦

有適用），始啟動調度

司法警察機關人力進

行防逃，俾使人力得

有效集中。 

三、除經法院判處上述重

刑外，尚需以該案件

受刑人有逃匿之虞

時，始有啟動確保執

行之必要，以免無謂

浪費司法警察機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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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稱「有事實足

認該受刑人有逃匿之

虞」，例如：依相關情

資獲悉其正處分、變

賣名下財產、提領大

額存款、打探非依正

常管道出海之方式、

代價，或持用偽造、

變造之護照意圖出境

等舉動，並經綜合研

判相關事證而認有逃

匿之虞者。 

 三、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

總長為防範前點第二

項特定刑事案件被告

逃匿，得邀集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署長、內政部

警政署署長、法務部調

查局局長、國防部憲兵

司令部司令及指揮偵

辦之檢察署檢察長共

同組成專案小組辦理

之。但案件宜由指揮偵

辦之檢察署辦理時，得

由該檢察署檢察長召

集轄區之司法警察機

關辦理之。 

一、本點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規定

第二點。 

三、高等法院以上各級法

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於

接獲法院通知特定刑

事案件之宣判結果

 一、本點新增。 

二、現行實務防逃機制之

啟動，係由最高法院

或臺灣高等法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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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即轉知該案指揮

執行之檢察署。 

分院分別依「最高法

院受理社會矚目、重

大刑事案件判決後通

知最高法院檢察署辦

理要點」及「臺灣高

等法院審結刑事重

大、社會矚目案件即

時通知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啟動防逃機制

作業要點」通知最高

法院檢察署或臺灣高

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

署後，依次轉達所屬

檢察機關辦理，故修

正本點為最高法院檢

察署或臺灣高等法院

暨分院檢察署受通知

後轉知該案指揮執行

之檢察署，以符實際。 

四、由上級檢察署依前點

轉知之檢察署檢察長

得指定檢察官辦理防

範特定刑事案件受刑

人逃匿之相關事宜。  

四、一、二審檢察署檢察

長得指定專案檢察官

專責辦理防範前開特

定刑事案件被告逃匿

之相關事宜。 

一、檢察長基於檢察一體，

本得指定檢察官辦理

特定案件，現行規定之

「專案」、「專責」應無

必要，爰予刪除。 

二、因本要點修正後，限於

判決確定後案件，爰將

「被告」修正為「受刑

人」，又檢察長指定檢

察官依本要點辦理相

關事宜之案件，係指第

二點所指特定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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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自不待言。 

五、前點之檢察官認有確

保執行之必要時，得指

揮司法警察機關派員

對特定刑事案件受刑

人，就無隱私或秘密合

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

情形，進行必要之觀察

及動態掌握，並隨時向

檢察官報告觀察及動

態掌握情形。 

司法警察機關依

前項觀察及動態掌握

之結果，認該特定刑事

案件受刑人有逃匿之

虞時，應即報請指揮之

檢察官為適當之處置。 

五、前點之專案檢察官得

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派

員對前開刑事案件被

告，就無隱私或秘密合

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

情形，進行必要之觀察

及動態掌握，並隨時向

檢察官報告觀察及動

態掌握情形。 

司法警察機關依

前項觀察及動態掌握

之結果，認前開刑事案

件被告有逃匿之虞

時，應即報請指揮之專

案檢察官為適當之處

置。 

一、 檢察官依第四點規定

受檢察長指定辦理防

範受刑人逃匿事宜

時，宜先依個案具體

情形審酌是否有啟動

確保執行之必要，避

免無謂浪費司法警察

機關人力，爰於第一

項增定「認有確保執

行之必要時」為要件。 

二、 為配合本次修正後僅

適用於判決確定之案

件，將「被告」均修

正為「受刑人」。 

 六、負責特定刑事案件蒞

庭之公訴檢察官應充

分注意被告之情形，掌

握被告在法庭上各種

表現，並進行評估，如

出現對案件專注程度

有明顯落差，或放棄辯

解情事，或有特殊情

況，經研判有逃匿之虞

時，應即報由檢察長依

本要點處理。 

一、本點刪除。 

二、因本要點適用於判決

確定後之案件，本點與

此相違背，故刪除之。 

 七、前開專案檢察官依第

五點之觀察及動態掌

握結果，認被告確有逃

一、本點刪除。 

二、因本要點適用於判決

確定後之案件，本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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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之新事證時，應報告

檢察長，適時由承辦檢

察官為限制出境或向

法院提出聲請羈押，或

由公訴檢察官向法院

提出聲請羈押、限制出

境及其他經法院認為

適當之強制處分。 

此相違背，故刪除之。 

六、負責指揮執行特定刑

事案件之檢察官於刑

事案件確定判決之受

刑人有刑事訴訟法第

七十六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情形時，應即依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簽

發拘票指揮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逕行拘

提；並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八十四條之規定通

緝之。 

前項拘票之簽

發，如因情形急迫，於

正式拘票傳送前，得以

傳真拘票之方式通知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據以執行拘提。 

八、負責指揮執行特定刑

事案件之檢察官於刑

事案件確定判決之受

刑人有刑事訴訟法第

七十六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情形時，應即依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簽

發拘票指揮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逕行拘

提；並得依刑事訴訟法

第八十四條之規定通

緝之。 

前項拘票之簽

發，如因情形急迫，於

正式拘票傳送前，得以

傳真拘票之方式通知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據以執行拘提。 

一、點次變更。 

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

十九條關於逕行拘提

係規定於該條第二

項，故本點第一項所

引刑事訴訟法第四百

六十九條「第一項」

應修正為「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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